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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温泉中学2017年秋季招生公告
依据《咸宁市中心城区2017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办
法》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现将我校
秋季招生工作公告如下。

一、招生计划
七年级计划招生总人数690

人，开办13个班级。其中走读班9
个（每班56人以内），寄宿班2个
（面向全市招生，每班48人以内），

初高中学生个性发展衔接班2个
（面向全市遴选，每班45人以内）。

另面对全市招收5名足球特
长生。

二、报名登记
7 月 22—24日，片内的应届

小学毕业生及有意愿就读我校的
应届小学毕业生携带2张2寸照
片在教学楼一楼窗口登记，领取

准考证。
三、考试分班
7月29日，所有登记学生到我

校教学楼参加“初高中学生个性发
展衔接班”第一次遴选暨七年级分
班考试。

7月31日，报读我校“初高中
学生个性发展衔接班”并获取资格
的学生到教学楼参加第二次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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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小镇：文化+湖鲜的深度品味
（相关报道详见第六版）

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是一个地方
的“双胞胎”、“不动产”。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范本不在少
数；但文热经冷、文而不化的现象也很普
遍。

“软文化”能撬动“硬经济”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个必要条件：
遇上资本！
正在孕育和分娩的咸安向阳湖文创

小镇，就给人这样的惊喜。文化核纽，正
在揿动和引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链式
反应……

文化金矿：向阳花木早怀春，爱我就
来接绣球

在一个特定的年代，留下了一段不
老的传奇。这就是咸安的向阳湖镇和向
阳湖文化。

1969年9月，因“文革”气候影响，
中央文化部在咸宁向阳湖创办“五·七”
干校。6000余名中国文化界高级领导
干部，国家一流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
版家，其中不泛堪称世界级的大师及家
属下放到咸宁向阳湖，经历了为期三年
左右的“劳动锻炼”。当时干校分为文化
部机关、文联作协口、出版口、文物口、电
影口五个大队。

在特定的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
大军，汇集于咸宁一隅，人数之多、密度
之高，总览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是空前
的。他们在动乱年代，艰难时期，聚集
在向阳湖劳动生息、辛勤耕耘，在中国
当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令人刻骨铭心的
一页──沉积了一座极为丰厚的“文化

金矿”。
1997年3月5日全国政协八届五次

会议1137号──关于开发向阳湖文化
的提案，得到了文化部的肯定和支持。
2002年11月12日，湖北省人民政府鄂
政发［2002］35号文件，又将向阳湖文化
名人旧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向阳湖文化村距咸宁市10公
里，离京珠高速公路1公里，离武汉市
70公里，离长江潘湾深水码头10公里，
交通十分便利。

人以名传，地以人传。向阳湖这个
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一跃成为
家喻户晓的名镇，更是那一代中国知识
分子心中一个永恒的地名。

自然造化：天赐最美两湖泊，得月楼
台享近水

湖北是千湖之省，咸宁是湖中姣丽。
在全省最美十大湖泊评选中，咸宁

独中两元。
一是斧头湖。地处鄂东南北部。是

我省第四大湖，水面面积126平方公里，

是维系华中生态城市的重要区域。
这里物产丰富，是湖北省重要的粮、

棉、油、鱼、蔬菜生产基地，被水利部确立
为全国45个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
之一。

这里文化遗存和文物古迹47处，见
证了荆楚文化的发展。

湖水环绕千桥乡。这里素有千桥之
乡美誉，古老的廊桥、石拱桥、石梁桥多
不胜数，满载着记忆和历史。

二是西凉湖。与斧头湖比邻，水面
面积85.2平方公里。因位于梁子湖西
部，故称“西梁湖”，亦称“西凉湖”。它是
湖北第五大湖泊，也是一个生机盎然的
水域，河港纵横，土地肥沃，植被完好，水
生生物资源和水生植物资源的门类众
多。

这里还是湖北省重要的粮棉油和渔
业生产基地，被农业部批准为“国家级鳜
鱼、黄颡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016年9月，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省正式所授牌“湖鲜文化之乡”。

向阳湖镇东傍斧头湖，西畔西凉湖，
可谓“湖中之湖”。这里古称云梦泽，浩
浩长江亿万年的冲击，造就广袤的沃
野。 （下转第二版）

当文化遇上资本
——向阳湖湖鲜文化特色小镇的“十月怀胎”

本报记者 刘文景 向东宁 特约记者 胡剑芳

解读咸宁特色小镇 ③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

汪淑琴、汪佳报道：昨日，远嫁江苏的
杨洁回家探亲。车子刚下高速，一家
人就被路边广告牌上的“崇阳精神 水
滴石穿”八个大字所吸引。

“没想到崇阳也像大城市一样，有
了属于自己的城市精神！”杨洁感慨不
已。“水滴石穿”出于崇阳，颇显本土文
化和特色，还表达着崇阳人执著、坚韧
的精神！

杨洁的家住在城北，以前旁边是
菜市场，街道上污水橫流，嘈杂拥挤，
家里窗户长年紧闭。如今，菜市场已
实施整体搬迁，街面环境卫生，家里不
仅打开了窗户，父亲还在露台上养花
草、练书法。

近几年，崇阳以“提升城市形象，
增强城市功能”为重点，对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惠民工程、城市主干道、背街小
巷进行整治。每一条街道都实现了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主城区绿化面积
新增30万平方米。今年，是2014至
2016年度省级文明城市申报表彰年，
也是复查确认年，文明创建的号角再
次响起。

“创建文明城市，要有效提高城市
建设管理水平，提升城乡居民文明素
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7月5
日，该县召开创城督办推进会，县委书
记杭莺如是说。

该县成立以书记任政委、县长任
指挥长的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指挥部，
定期分析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
问题，协调、指导、推动全县创建工
作。县主要领导带队上街巡查创城工
作，县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联动，集
中力量整治行人车辆不按道乱行、乱
停、乱靠等问题。通过开展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文明窗口、文明家庭等创建
活动，大力推进“文明礼仪”进社区、进
机关、进校园、进企业。

孝老爱亲模范王良英、好媳妇魏
锦秀、见义勇为的吴丛维、“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提琴戏”代表性传承人
甘伯炼…… 崇阳公益广告栏、文化墙
越来越多，本土榜样人物频频上榜。
在讲文明树新风宣传教育中，以及英
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教育、
引导、熏陶下，很多市民自觉摒弃不文
明的旧观念，开始了文明健康的新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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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凡、实习生刘思洋报道：15
日晚，首届“桂香韵·梨园情”戏曲艺术节开幕式暨
湖北省京剧院大型戏曲演唱会，在市会议中心拉
开帷幕。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出席仪式，
并宣布戏曲艺术节开幕。市领导闫英姿、胡甲文、
熊登赞、孙基志参加开幕式。

吴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的戏曲事业出
现新气象新面貌，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
劲，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精神食粮，向世界展示了咸宁
文化魅力。

吴晖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优秀作
品。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
任务，善于从咸宁悠久的历史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
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
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要坚
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讴歌伟大的时代、伟大的
人民。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
神，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
情、心声，立志创作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吴晖要求，要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
动文化创新发展。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
心环节，不断推进创新、提高创作质量，为人民创
造文化杰作；要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艺术引领
社会风尚。要自觉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
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作品，引导人们向
高尚的道德聚拢。

据悉，此次戏曲艺术节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新
广局主办，将连续举办4场。 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正在表演《杨门女将·探谷》选段。 记者 夏正锋 摄

首届“桂香韵·梨园情”戏曲艺术节开幕
优越的生态一直是咸宁

人的骄傲，但当前有一个无法
回避的现实：今年1至6月，市
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为70.7%，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4%。

空气质量与每个人的生
命息息相关，与咸宁的发展进
步息息相关。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
提出，支持咸宁建设成为特色
产业增长极。如果失去优良
的空气，就谈不上绿色发展，
也谈不上建成特色产业增长
极。因此，防治大气污染不仅
是重大的环境问题、民生问
题，也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
务。

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
去如抽丝。大气环境一旦破
坏，修复工作将极其困难。

2015年7月，我市空气质
量曾出现了优良率 69.86%的
低值，随后全市开展“三禁三

治”行动，实现空气质量的止
跌回升。但受内因和外因的
双重影响，一不留神就毛病复
发。这一现象表明，我市防治
大气污染将是一项长期的艰
巨任务，一天也空不得，一天
也拖不得，一天也等不得，一
天也慢不得。

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
是受益者；同在一片灰霾下，
人人都是受害者。政府部门
联防联控保卫蓝天，这是职责
所在；作为环境的共享者，每
一个市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
形成全民保卫蓝天的合力。

无论是捍卫昔日的荣耀，
还是托起明天的希望，都需要
我们紧急行动起来，打响新一
轮蓝天保卫战。

防治大气污染刻不容缓
○邓昌炉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袁俊、刘雅琴、李攀龙报道：

“桥面断裂，禁止通行。”12
日，107国道赤壁市中伙立交
桥全面实行封闭交通。这标
志着中伙立交桥历经近3年
时间的艰辛协调，终于正式封
闭施工。

自2014年7月份该桥上
部结构部分空心板出现断裂
病害以来，被省公路局确定为
四类危桥。为确保其运营安
全，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
于2014年 12月 8日正式对

该桥实施了限载交通管制。
鉴于该项目为跨铁路危

桥改造工程，施工单位必须具
备铁路工程施工资质，且必须
报武汉铁路局建设处备案。
经赤壁交通公路部门积极与
铁路部门反复沟通联系，铁路
部门最终同意于2017年7月
11日正式实施封闭施工。

如今，中伙立交桥已进入
施工阶段，预计到2018年底，
将全线贯通。过往司机们感
慨：“中伙断桥，终于不再是我
们的痛了！”

107国道中伙立交桥开工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大战略决策，出台实施了一系
列重大改革方案，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突破。为全
面总结和展示改革的进展和成就，
中央组织拍摄了十集大型政论专题
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该片将从7
月17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播出，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反映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整体谋划部署党
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带领13亿中
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扎实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

式、权威性的梳理总结，既体现了
较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讲述
了人民群众身边生动的改革故
事。全片共分十集，分别为《时代
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
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
山》《强军之路（上、下）》《党的自我
革新》《人民的获得感》。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即将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