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3版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柯常智 组稿：江开群 皮道琦

电话：0715－6355986 邮箱:jyxwk2013@163.com

嘉鱼新闻
JIAYU XINWEN

本报讯 通讯员邓丹、郑世慧报道：
“殷大爷，这个拆迁补偿都是按国家政策
标准发放的，请您放心吧。”日前，嘉鱼县
党代表办公室联络工作科科长房曲奇，
在深入鱼岳镇十景铺村村民殷全民家中
做思想工作时，耐心细致地宣讲有关政
策。

为提高干部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积
极服务科学发展，今年来，该县坚持把干

部放到经济建设一线培养锻炼，先后选
派112名干部前往项目建设一线、企业生
产一线和招商引资主战场，去学经验、增
才干、提能力。

在服务项目建设上，该县选派的36
名干部以脱产的方式，到居然之家、岳公
广场棚户区改造、嘉州旅游等项目建设
一线，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协助解决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等，以提高干部综

合协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服务发展上，该县选派45名干部

深入“一区多园”内企业担任党建指导
员，指导企业党建工作，引领党员为企业
发展贡献才智，不断提高干部的党建工
作水平和服务发展的能力。

在服务招商引资方面，该县选派6名
干部以脱产的方式，到开发区、县招商局
等经济一线部门跟班锻炼，以及选派31

名干部参加招商工作专班等，鼓励干部
在参与招商引资活动中，积极协助做好
项目洽谈和客商接待工作，增强市场经
济意识，提高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

服务项目建设 服务招商引资

嘉鱼112名干部赴经济建设一线历练

本报讯 通讯员皮道琦报道：“早就
听这边的亲人说,嘉鱼是个不错的地
方。如今一见，感觉这里每一寸土地都
在讲述着一段历史。”国庆期间，吉林游
客毕腾飞不远千里来到嘉鱼县，只为一
睹嘉鱼风采。

短短几天，他走街区、看遗址，身心
浸润于博大精深的嘉鱼历史文化之中。

作为一座新兴的旅游目的地，嘉鱼
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是什么？有人说
是南宋文化，因为在三湖连江风景区有
一座岳公亭，那是嘉鱼人民为纪念岳飞
而建；也有人说是“三国”文化，因为历
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附近江
域……毋庸置疑的是，悠久的历史与灿
烂的文化，令嘉鱼县蕴藏了大批历史遗
存——界山遗址、皇堤遗址、山懈关古墓
群、净堡桥、下舒桥等一批文物保护单

位，分别用岁月的年轮，讲述着嘉鱼的历
史记忆。

统计显示，目前该县已发现不可移
动文物125处，被省文物局确认的有27
处。其中，古遗址5处，古墓葬5处，古建
筑10处，碑刻1处，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6处。

如何不让这些古文明在现代文明的
崛起中悄然消逝？近年来，嘉鱼县围绕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工作目标，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力
度，把文物安全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每
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坚决禁止对文物资
源的无序、过度、破坏性开发和利用。同
时，完善值班、防火防盗、文物安全巡查
等文物保护制度，并通过加强队伍建设，
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加快文物保护项目
建设，做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
作，推动文物资源科学合理利用，有力促
进了文物旅游产业发展。

该县以抢救性发掘为抓手，推动一
系列保护历史文物的开创性实践，为延
续南嘉文化的“根”与“魂”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也给嘉鱼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鱼岳镇方家庄村发掘出的明代兵部

尚书方逢时墓地，先后挖掘出石马1匹，3
只保存较为完整的石羊、石狮和石兽，雕
刻得栩栩如生。目前，方逢时墓地已经
被列为县级保护文物单位。

据悉，方逢时为明朝兵部尚书，嘉鱼
人，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军功显赫，曾
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1596 年病
逝。方逢时死后，朱翊钧皇帝遣中书李
日宣到嘉鱼县，为其造墓立表，计有石
俑、马、羊、狮各1对，牌房1座，祭9坛，共
花费白银75两。

如果说抢救性发掘，揭开了“地下嘉
鱼”的面纱，那么常态化修缮，更让嘉鱼
文化遗产得到了永存。

官桥镇跑马岭村温家村南600米山
顶竖立着一座亭，取名温家凉亭。该亭
南北长7米，东西宽3米，高3米，砖木结
构，青砖墙体，屋顶为硬山式结构，覆盖
布瓦，南北开拱门，中间为过道。于清朝
嘉庆十四年（1809）由温家村百姓集资修
建。该亭脊檩刻有行书“皇道巩固帝道
遐昌”、“皇清嘉庆十四年岁次己巳仲春

月谷旦”等字样。
“该亭1992年6月被列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在1995年 8月
遇暴雨侵袭造成屋顶坍塌，题记梁损
毁。我们在修复时严格按照不改变原有
建筑风貌的要求，做到‘修旧如旧’。”该
县文体新广局有关负责人告诉笔者，该
县按原构建、原工艺、原材料，保持材质、
色泽一致的修复原则，采用传统工艺进
行重新制作，充分保持了该亭的原有建
筑风貌。

如今，当人们徜徉在嘉鱼县各大历
史文化遗迹时，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栋
栋由废弃窑砖建成的老民居，踏着青石
板铺就的曲径小道、抚摸着一块块斑驳
且长满青苔的窑砖头，仿佛重新回到了
遥远的历史隧道。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一座城市的
记忆，是城市的文脉和灵魂。”县文体新
广局相关负责人说，要发挥历史文物在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的
承载作用，就必须留住文物，留住历史。
今天的嘉鱼正在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这一
神圣使命。

抢救性发掘 常态化修缮

嘉鱼力促历史文物焕发新生机
嘉鱼“双节”旅游火热
旅游总收入达15418.25万元

本报讯 通迅员邓丹、李德文报道：“玉龙岛之游，既可
以体会旅游的乐趣，又可以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真是太令人
满意了！”5日，来自武汉的游客杨培一家，一边在嘉鱼县玉
龙岛体验烧烤，一边感慨。

由于在开业之前做了大量的宣传，玉龙岛在游客心中
形成了较高的认知度，人气日益火爆。国庆、中秋的8天长
假里，玉龙岛几乎每天游客爆满，亲子游乐、户外拓展、真人
CS等项目受到游客追捧，餐饮、住宿更是出现了一席难求、
一房难求的火爆景象。

节日期间，随着气温的骤降，山湖温泉景区也迎来旅游
旺季，来景区享受华中最美温泉浴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酒
店客房入住率接近90%，前4天更是处于满客状态。景区
推出的水上运动、草坪婚礼等项目受到大众游客的欢迎。

官桥八组旅游景区、国家乡村公园、潘家湾镇七彩田
园、新街镇茅洲垴葡萄园、富德蔬果乐园、斧头湖畔农
庄……到处都是前来游玩、体验采摘、品尝美味的游客。

统计显示，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假期，嘉鱼县共接待
游客 29.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13%；实现旅游总收入
15418.25万元，同比增长15.3%，没有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
故和旅游投诉事件。

又到金秋
蟹肥时

8 日，在嘉鱼县斧头湖，湖北斧头湖
畔生态农业园董事长陈高峰正忙着起捕
螃蟹。

该园区占地面积 1000 余亩，经营项
目包括餐饮娱乐、垂钓健身、田园果蔬采
摘、度假休养、特种养殖等，其藕带、龙虾、
螃蟹、鲜鱼等农产品直销武汉市场，年接
待游客 2 万多人，去年创利 200 多万元。
其中，仅今年养殖的 500 亩螃蟹水面，每
天销量都在2000公斤，预计总产可达5万
公斤。 通讯员 雷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陈君、徐向阳、汪中
昌报道：日前，嘉鱼县潘家湾镇联合县妇
幼专家，为辖区内育龄妇女免费进行“两
癌”筛查。

近年来，乳腺癌、宫颈癌成为危害女
性健康的两大“杀手”，为了提高广大育龄
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降低

“两癌”对妇女的健康威胁，该镇本着早检
查、早治疗的原则，在前期专门组织计生
专干对目标人群进行摸底统计的基础上，

帮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两癌”筛查工作
的重要性，明确相关筛查事项等，确保了
筛查工作顺利开展。

“对于我们这些农村贫困对象来说，
一旦患病，就意味着更加贫困。”潘家湾村
村民周玉容在“两癌”筛查后表示，筛查不
仅及时给自己打了预防针，还让自己实现
了早知道、早预防的目标。

据悉，该镇此次免费“两癌”筛查工作
共筛查500余人。

本报讯 通讯员熊琦、余茜报道：日
前，嘉鱼县渡普镇林业站组织林业技术人
员深入村组，对全镇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进
行调查认定，拉开了该镇给古树名木“查
户口”的序幕。

据悉，古树名木是重要的物种资源、
景观资源和生态资源，是生态文明的重要
内容，古树名木承载着传统文化，记载着
历史变迁，是“活文物”、“活化石”、“活档
案”，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科研价值。

该镇此次古树名木调查认定工作，主
要集中在烟墩、王家庄、净堡、大路铺等4
个村。截止目前，该镇已认定一级古树
(树龄在500年以上)3株，二级古树(树龄
在 300-499 年)8 株，三级古树(树龄在
100-299年)191株，并逐一进行了登记
造册。

渡普镇林业站站长袁定新说，完成
调查核实后，省林业厅将对一些古树名木
进行挂牌保护，并提供一定的保护资金。

潘家湾镇开展“两癌”筛查

关爱农村育龄妇女
渡普镇给古树名木“查户口”

加强生态资源保护

嘉鱼举办电商培训班

服务青年家门口创业就业
本报讯 通讯员熊铁山、雷佳报道：日前，嘉鱼县2017

年首期“电子商务创业培训班”在县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
开班，来自各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86名学员参训。

该县电商协会会长陈开武从电子商务暨移动互联网给
青年创业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以及当前电子商
务的市场环境等方面，与学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我本身也从事有关的电子商务、淘宝等培训工作，但
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递增，身边一些做淘宝、微商的朋友开
始出现经营停滞现象。”学员张成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培训
能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带动身边更多的朋友成功创业。

据了解，电子商务暨移动互联网创业作为当前社会的
热点，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思维的冲击下，正面临着转型加
速。为满足社会各类人群对电子商务技能的需求，该县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局将电子商务作为“创业带动就业”的一种
新途径，积极落实创业优惠政策，加大培训力度，并以免费
举办电子商务培训班的方式，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帮助青年
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

嘉鱼多部门

赴看守所开展心理疏导
本报讯 通讯员熊铁山报道：日前，嘉鱼县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联合县妇联、团县委等单位，来到县看守所，为
在押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并为他们送去中秋佳节的问候。

针对看守所在押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容易冲动的实际
情况，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成林为在押人员上了一堂心
理疏导课。她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违法犯罪
给在押人员自身、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分析了在押人员
走上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原因，教育他们要遵守监规、服从监
管,充分认识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和家庭所带来的危害。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法律知识，吸取教训，真诚悔改，争
取早日回归社会，与家人团聚。”参加活动的有关单位负责
人激励在押人员，从“心”化人。

据了解，该活动由该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于1990年
发起，每年坚持赴看守所开展人性化的帮教活动，为每一位在
押人员送去温暖，增强他们积极悔改、重入社会的信心。

高铁岭镇严禁露天焚烧秸秆

保护大气环境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熊琦、郭袁报道：随着秋收工作的展

开，秸秆禁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近日，嘉鱼县高铁岭镇积
极主动作为，打好“巡查+宣传”组合拳，扎实做好秋季秸秆
禁烧工作。

为确保秋收期间“不冒一处烟、不燃一把火”，从8月29
日起，该镇秸秆禁烧领导小组联合各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展开不间断巡查，严打秸秆露天焚烧行为，做到发现一起，
及时扑灭一起、查处一起。同时，开展禁烧宣传工作，通过组
织宣传车下乡，以通俗易懂的话语，巡回宣传焚烧秸秆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增强群众禁烧秸秆的自觉性。

“巡查处罚不是目的，确保全镇秋季禁烧期间不烧‘一
把火’，是保障镇区人居环境不受污染的关键。”该镇人大专
职副主席高建国表示，将通过引导群众科学综合利用秸秆，
确保禁烧工作落到实处，切实保护大气环境质量。

官桥镇加强群防群治

深化平安村（社）创建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连日来，嘉鱼县官桥镇将

评选平安家庭的牌子挂到各村（社区）群众家门口，成为当
地乡村文明的一道靓丽风景。

为深化平安村（社）创建，今年来，官桥镇采取召开动员
会层层推进，以及开展矛盾大排查、大化解、大管控的方式，
确保平安创建有序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同
时，将6月定为平安创建宣传活动月，在重拳打击黄、赌、毒
和黑恶势力的基础上，拿出10多万元经费，狠抓治安巡逻
队伍建设，加强群防群治。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0多份，
受理群众来信156例，摸排各类纠纷172起，已调处172
起，结案138起；行政拘留6人，刑事拘留1人，抓获网上逃
犯3人。

9月28日，天空下着小雨。
嘉鱼县簰洲湾镇东岭村84岁的老人

张进秀在这一天，哭红了眼睛。
“我女儿死后，我以为再也没有人来

看我了。”当该村农村淘宝店负责人陈小
红将月饼递给张进秀，提前给她送来中
秋节的问候时，张进秀拉着陈小红的手
久久不肯放下，激动得热泪盈眶。

张进秀是村里的五保户，唯一的女
儿在 20多天前因病去世，无依无靠的
她独自生活在远离村落人群的旧屋子
里。

临走前，陈小红又掏出100元钱，塞
到老人手里，“钱不多，您买点吃的。”

这是该县农村淘宝工作站组织淘
宝店主为群众做公益、献爱心的一个缩

影。
“做农村淘宝，收入虽然不多，但每

一笔进账都是在邻里乡亲的关照中
得到的，所以必须常怀感恩的心回报
社会。”该县农村淘宝工作站负责人
王帅杰说，今年来，全县农村淘宝店
主不仅以实际行动帮在外务工的子女
把每月的生活费带给他们的父母，还帮

助在外务工的父母实现与在家留守的
儿童进行视频对话，帮助行动不便的老
人代交电费……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事业部总经理孙
利军说，农村淘宝最大的目标就是带动
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带动这些年轻
人培养起一颗公益的心、一颗服务于百
姓的心、一颗与整个农村共建的心。

“淘宝”爱心暖乡间
通讯员 陈君 刘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