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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咸安区马桥镇垅口村原名红星大队，隶属于咸
宁县第五区双港乡。2005年3月与张铺村合并为垅
口村。辖区面积14.8平方公里，村委会驻15组垅口
冯。全村现有 17 个组，28 个自然村，766 户 2986
人。该村绿色植被覆盖率高，山林15800亩。

垅口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古民居保存完
好，远近闻名。垅口冯“当世第”古民居，是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村内古老石拱桥形态各异，保存完好。

目前，该村被评为省级绿色示范村，正在进行
“美丽村湾”建设。

通城一景区项目通过评审

11月份正式动工
本报讯 通讯员皮江星报道：24日上午，通城县天岳

黄龙风景区项目总体规划设计评审会召开。评审组一致
同意通过总体规划设计方案，该项目将于11月份正式动
工。

黄龙山风景区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幕阜山北麓，
素有“一脚踏三省”（湘、鄂、赣）、“一山发三水”（修水、陆
水、汨罗江）、“一山藏二教”（道教、佛教）、“一山观两湖”
（鄱阳湖、洞庭湖）之称。2011年被评为国家AAA级旅
游景区。

整个规划方案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科学合理进行保护
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自然科普及多元的宗教文化、
古道古村、爱国文化、民俗文化作为景区主题，以打造核心
吸引物，形成旅游的差异发展优势，与其它景区互补发展的
文化提升战略；以旅游休闲产业为支撑，促进度假康养、青
少年研学、商业餐饮、地域农特产及教育文化用品商业服务
产业发展。

将通过整合景区三山、三谷、一古道山水人文资源联动
开发，全面带动区域旅游发展，构筑凤凰翅—天岳关—天岳
峰—天岳村—天岳驿五大景区，与云溪漂流水体验区共同
打造天岳黄龙风景区大旅游格局，将天岳黄龙风景区打造
为国家AAAA级风景区、中国中南部知名休闲度假旅游圣
地、湘鄂赣边区青少年研学旅游基地、华中森林文化体验旅
游新地标。

南林桥镇港路村

打造绿色脱贫示范村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成恬报道：25日，笔者在通山

县南林桥镇港路村路边一个种植基地看到，这里有大片黄
绿相间的瓜蒌地，瓜蒌像小南瓜一样结在藤上，绿意盎然，
青翠可爱。

据港路村村支书程小平介绍，在驻村扶贫单位县地税
局的帮扶下，这片800平米的瓜蒌地，已经全部成熟，每年
产量4000公斤，每公斤卖到30元，仅这一项，村里每年创
收6万元，这对于该村这项扶贫项目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
目。同时，进行采摘的贫困户每天可以得到150元的劳务
报酬，当日结算。

在瓜蒌地不远处，笔者看到山头较高的平地上矗立着
十几块光伏发电板，他们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据悉，县地税
局申请来光伏发电项目，现在每天发30度电，每度电卖1.9
毛，也为贫困户带来增收。今年，该村秉持绿色脱贫概念，
发展绿色种植业，打造“瓜蒌+养殖”复合种植业，同时，将
光伏发电发展壮大，实现户户售电增收。

“我村将继续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未来还将实行‘光伏
发电+养鱼’、‘种植基地+旅游’的扶贫模式，立争成为全镇
绿色脱贫的明星村。”展望未来，程小平信心满满。

绿树掩映古民居
——走进绿色示范村垅口村

文／记者 马丽 图/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张腾

房前屋后如花园
24日，一走进垅口冯，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

整洁平坦的道路两旁，种着整齐的行道树；村湾的空地
上种着枇杷等果树；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种着果树或
具有观赏性的花卉植物。

45岁的周红是该村一名普通村民。我们经过他
家门前时，被他家如花园般的院落吸引。一条蜿蜒的
小径直通家门，小径两旁是繁茂的青草。草地上种着
几棵果树和几株花草。

“这些花草树木都是村子里现有的，移栽到院子里
后，美了小家，也为村容村貌增添了光彩。”周红介绍，
这几年，村里环境越来越好，村子里到处都郁郁葱葱，
他们也琢磨着怎么让自己住的地绿起来。开始有几户
人家自己养花种草，村民看了都说好看，之后大家就纷
纷在自家屋前屋后种起来，现在他们都很享受花园般
的居家环境。

村民冯波今年56岁。他家后院植物种类不少，有
桂花树、樟树、果树等，院子里修建了休闲桌椅。“您家
真是个别墅啊。”我们羡慕道。正在后院除草的冯波回
答：“好久没打理了。打理打理会更好看。”

冯波表示，目前，古民居正在重新修缮。修缮好
后，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景区，来村里游玩的人会越
来越多。作为冯京的后裔，把家收拾得漂漂亮亮，也算
是为景区尽一份力。

72岁的退休村干部冯家香介绍，为创建省级绿色
示范村和打造“美丽村湾”，该村老老少少形成了“装点
我家为大家”的共识，都以种花养花为乐趣，整修房前
屋后，种上花草树木，把自己的小家园装扮得分外美
丽。

▲1

青山绿水留客心
采访中，我们偶遇游客王女士。她慕名从通山到

垅口冯参观古民居。随后到村中随处走走看看。
一棵1500年树龄的侧柏让她欣喜。粗壮的侧柏

树干上长满青苔，葱浓的树叶垂落而下，像一把巨大的
伞。站在树下，王女士请人拍下数张照片。

一棵150年树龄的柿子树让她惊叹。“树叶没几
片，柿子挂满枝。真神奇。”她说。村支书周哲拿来长
竹竿，打下几个柿子。王女士捡起来，硬邦邦的。周哲
告诉她，直接吃就可以了。王女士咬一口，脆甜脆甜
的，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柿子。”

临走前，王女士称：“垅口冯，好地方，下次邀家人
朋友一起来。”

▲2

彰显特色绘美景
在冯家香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村东侧的古井

前。古井已有600多年历史，井壁用老青砖砌筑，井面石
板镶嵌，井水为地上冒出来的清泉，冬暖夏凉、清亮无尘，
可直接饮用。无论冬夏，泉眼终日汩汩外溢，从未断流。

据介绍，此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利于补充人体
的微量元素，全村祖祖辈辈都有生喝泉水习惯，从不拉
肚，也不生病，村里年纪在八、九十岁的老人比比皆是。

冯家香介绍，垅口冯有两口古井。这两口古井都
将经过修整，井台铺上花岗石，四周围以石栏，周边植
以树木，供游客观赏。

“你看正对古民居的那块农田，明年将被打造成荷
塘。”冯家香说，明年，游客就能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古朴
的古民居，美丽的荷花，青绿的山脉，相互交融。另外，
古民居一侧还将建起一个生态休闲小公园。除了健身
设施外，还将有卵石小路、怀旧凉亭、停车场等。

周哲介绍，垅口冯的未来规划正在制定中。规划
将会结合垅口冯古民居的特点，以彰显其特色。同
时，与周边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田园风光交融，让景
色更宜人，也让浓郁的历史民俗文化在“美丽村湾”的
建设过程中，绽放它们的光彩。

在新老两位村干部的描述中，我们有这样一种错
觉——行走于古民居内，仿佛穿越了时光，在历史里流
连，古民居那青砖小瓦，木制门廊窗棂，古朴幽远。走出
古民居，又回到了现代，吃喝玩乐，样样赶着潮流。

散发着古朴幽香和时代清香的垅口冯，将是令人
神往的好地方。

▲3

古民居，青山绿水，生态农业。咸宁有没有一个
集传统古韵、自然风光、现代休闲于一体的地方呢？

咸安区马桥镇垅口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垅口
村垅口冯是北宋副宰相冯京的故居。它背靠龙泉山
岭，面朝观音山脉，两山脚下各有一条溪流。可谓山
环水绕，钟灵毓秀之地。而龙泉山岭上正在打造现
代农业观光旅游基地。

10月 21日上午，颂大童心第
一届“喜迎十九大·寻找童心最美声
音”总决赛于咸宁华大天童幼儿园
圆满闭幕。经过线上海选和两轮晋
级赛,25位选手在数千名参赛者中
脱颖而出。来自京豫片区河南漯河
许慎婴幼园的23号选手赵艳景荣
获比赛第一名；来自湘赣片区江西
丽景滨江幼儿园的13号选手罗娴
和来自湖北片区崇阳红缨幼儿园的
20号选手杜聪聪分别获得此次比
赛第二名和第三名；海南海口安信
幼儿园张肖艳在晋级赛中以2089
票获得比赛最佳人气奖；湖南片区
荣获此次比赛“最佳组织奖”。

此次大赛邀请了来自于湖北科
技学院文传学院教授、国家级普通
话测试员孙和平女士担任主任评
委。

据了解，颂大童心教育公司自
2016年成立以来，以其惊人的发展
速度，有效的管理模式，在一年时间

内迅速发展成 3.0 型幼儿板块模
型，目前已有千余名教师万余名幼
儿加入了这个大家庭。为了联通公
司旗下60余所幼儿园，塑造一个别
具一格的文化氛围，颂大童心企划
宣传部以“有声绘本”的形式。从去
年10月份起，开启了“丹丹讲故事”
的文化模式，一年多来，该公司企划
宣传部坚持每晚8点左右刊播有声
绘本，至今共发359期。

目前，该公司的“丹丹讲故事”
已通过微信公众号传遍祖国的大江
南北甚至海外。特别是颂大童心旗
下各园的家长们将丹丹讲的故事推
荐给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
地亲友的孩子，每天晚上，无数孩子
守在手机旁边，听着丹丹轻柔的声
音，和着美妙的音乐故事入眠。截
至目前，该节目阅读量合计约60万
人次，粉丝数近10000人。

本次颂大童心首届“寻找童心
最美声音”活动，在该公司旗下湖

北、湖南、河南、北京四大片区60余
所幼儿园全面开展，其中，湖北片区
还专门组织了两场海选公开赛，通
过线下海选，有58名选手获得晋级
赛资格，又通过为期一个月的两轮
线上晋级投票，共有26名选手胜
出，直接闯入决赛。

颂大童心教育公司总裁陈帅表
示，本次大赛，旨在为公司旗下各园
教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深入交流
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是促进公司
幼教专业发展的强力助推器，对贯
彻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精
神，建设一支教学基本功扎实、专业
水平高超的幼教队伍具有重要意
义。

她表示，此次决赛后，将有更多
的“丹丹老师”走进颂大童心有声绘
本每晚八点相约行列，直接造福千
万幼儿，胜出的选手赵艳景将直接
晋级为颂大童心教育公司的年会节
目主持人。

声音给你温暖 故事伴你入眠

“喜迎十九大·寻找童心最美声音”总决赛圆满落幕

10月20日，市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
原则通过2017年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市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市自主创新岗
位计划选拔名单，现予以公示。

一、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选
（11人）：王振启（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甘
多平（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
孙绍发（湖北科技学院）、余开湖（咸宁市
中心医院）、邱琼雄（通城县中天云母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陈绪元（嘉鱼县第一中
学）、吴宇星（湖北福人金身药业有限公
司）、庞平珍（崇阳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
局）、涂五生（通山县第一中学）、章友伟
（咸宁瑞雅毛巾有限公司）、程繁杨（咸宁
市农业科学院）。

二、市新世纪高层次人才人选（12
人）：贺艺（咸宁市中心医院）、郑金洲（咸
宁职业技术学院）、郑奇斌（咸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王林甫（通城县人民医院）、毛庆

家（湖北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徐旭燕（咸宁市中心医院）、赵巧丽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王秀（嘉鱼县实验
幼儿园）、汪洪波（嘉鱼县人民医院）、黄建
华（湖北人福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镇兰芳（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饶龙泉
（崇阳县人民医院）。

三、市自主创新岗位计划设岗企业
（4家）：湖北欣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
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湖北省洞庄茶叶有
限公司、湖北玉立砂带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10月27日至11月2日。如
对上述人选、设岗企业有异议，请在公示
期内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
术 人 员 管 理 科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
0715-8235623， 电 子 邮 箱 ：
735472813@qq.com。

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10月27日

关于2017年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市新世
纪高层次人才、市自主创新岗位计划选拔名单的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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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血 专 栏
为广大无偿献血者及相关

人员临床用血和血费报销提供
便利，报销血费实行医疗机构先
行支付，再由医疗机构与血站结
算的报销模式。直报点设在市
中心医院和各县、市、区人民医
院。依据相关规定，凡持有咸宁

市中心血站开具的献血证，献血
者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在医疗
机构用血的血费均可按无偿献
血量的比例直接在医疗机构报
销。除此以外，血费报销仍可市
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办理，也可
交给流动献血车代办，还可通过
邮寄办理。咨询电话8265078。

公民参加无偿献血后，相当
于把自己的血液“储”进了“血液
银行”，一旦有不时之需可随取随
用，且终身有效。无偿献血量
600毫升以下，本人免费享用两
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量

600毫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三
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量
1000毫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无
限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者配
偶、父母、子女可免费享用等量的
医疗用血。

无偿献血者报销血费时需出
示的凭证有：无偿献血证、本人身
份证、用血发票和用血清单；献血
者配偶、直系亲属报销血费时除
准备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与献
血者关系证明：指定受益人的凭
证、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或其
他有效证明；用血者的身份证。

无偿献血者及相关人员临床
用血血费可就近直接报销

80后陈亮是黄冈人，一直在咸宁做生意。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到垅口冯参观古民居。站在古民居
门前，向远山眺望，龙泉山岭上绿树环绕，美不可言。

周哲告诉他，龙泉山上自然资源丰富，是一座名
副其实的宝山，山上主要经济作物有楠竹、杉树、松
树、柏树、桂花等；中药材有何首乌、鱼腥草、金银花等
15种；经勘测，已探明的矿产有锌钡白、煤、铁矿等；水
果丰富多样，有冬枣、梨、柿、李等。

陈亮心中种下一棵种子——在龙泉山岭打造现
代农业观光旅游基地。他认为，发展观光农业，生态
环境的好坏至关重要。因为，市民到农村观光农业，
看重的就是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独特良好的生态环
境，置身其中，以冲淡平日城市生活工作的紧张和压
力带来的忧愁烦恼。

去年，他在垅口冯流转山地上千亩，投资几百万
元，成立咸宁市龙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在基
地已显模型。

美丽家园美丽家园
MEI LI JIA Y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