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日，是正月初六，记者走进三
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只见五彩缤纷的
花灯璀璨明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
客前来观赏。

“这场以‘万里寻茶道，赤壁借东
风’为主题的花灯节，从大年初一起，
每天晚上吸引了近万人次前来游

玩。”该景区负责人谢蕾萍说。
桃园三结义、空城计……漫步在

景区内，记者看到，由40多组花灯组
成的灯市星罗棋布，一个个以三国时
期著名历史人物和故事为题材的花
灯，宛如光的使者，将千年古战场映
衬得格外美丽，给年味凭添了特别的

喜庆，让人留恋往返。
与此同时，景区精心策划举办的

“圣火晚会”，则以赤壁东风催动吉祥
圣火的精彩表演，为游客祈福，让整场
晚会高潮迭起，引得游客连连喝彩。

“赤壁是个适合游玩的好地方，
趁着春节假期来亲身感受这里的发

展变化，体验中华文明与地方文化的
博大精深，给人以相得益彰的视觉享
受。”来自武汉的游客袁先生认为，这
场以三国历史文化为主线的花灯节，
采用传统花灯、现代光影形式，展现
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仿佛为游客们
打造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快乐之旅。

据了解，作为赤壁古战场举办的
第三届花灯节，今年的花灯节从正月
初一开始展出，将一直延续到5月1
日结束，以奇幻的灯光盛景喜迎各地
游客，让游客记住三国赤壁古战场，
记住中华历史文化。

古战场上赏花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李瑞丰

访美丽乡村，品百鸡宴，喝猪血
汤，看民俗节目，体验传统手工艺，淘
乡村年货，寻绵绵乡愁……10日，咸
安区汀泗桥镇程益桥村人头攒动，一
场年味十足的“百鸡宴”正热闹开席。

慕名前来的市民，或兴致勃勃地
体验漏薯粉线、打豆腐等传统手工工
艺，或参加捉鸡比赛、撒网捕鱼、杀年

猪等活动，或三五成群地争相购买村
民散养的土猪、鸡、鸭、鹅，以及薯粉、
薯线、干竹笋等。

当天，程益桥村的红梅艺术团还
通过表演打春鼓、踩莲船、斗牛舞等
民俗节目，为游客助兴。

“我经常琢磨，怎样才能推动农
村资源与城市消费、农民增收与市民

体验对接，以带活农村经济。”作为这
次活动的发起人，该村村民、市实验
小学退休老师高纯炼告诉记者，他退
休后回到老家，看到农村许多农房空
置、土地闲置，美丽的生态环境长期

“沉睡”，特别是农民增收乏力，他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想为乡村的发展
做点有益的事。

去年年底，受该村美籍华人刘纯
清博士之托，高纯炼负责管理该村占
地8亩、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刘
氏庄园，出任利农合作集团总经理，
零工资负责庄园的日常运营管理工
作。

为激活农村“沉睡”的资源，帮助
村民销售农产品增收，高纯炼决定筹
办“百鸡宴”，以吸引市民前来体验乡
村年味，感受刘氏庄园的孝文化魅力。

如今，伴随刘氏庄园的开园迎
宾，一个原汁原味的“乡村格调”和浓
郁“山水深情”的田园风光，正伴随

“百鸡宴”的成功举行而被人们关注。

乡村摆开百鸡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子川

种植藠头
奔富路

春节前夕，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
劈精村强光蔬菜种植合作社基地，村
民正在忙着采收藠头。

长期以来，藠头炒腊肉是餐桌上
的一道美味，市场需求很大。为提高
生产经营效益，该合作社积极引导农
户抢抓市场行情，提高菜品质量，种
植适销对路的紧俏品种，扩大销售渠
道，带动村民增产增收。

咸宁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红
菊特约记者 童金健 摄

在通城县四庄乡龙潭洞村，有一
位饱读诗书的耄耋老人，尤其擅长楹
联诗词。他就是现年96岁的李文棣，
以五代同堂，孝悌治家，在当地传为
美谈。

春节前夕，记者走进龙潭洞村，
只见家家户户门前悬挂着鲜红的国
旗、灯笼，到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在李文棣家的堂屋前，摆放着他
为第五代曾孙周岁时撰写的对联，字
里行间流露着热情好客、人丁兴旺的
情感。

为迎接春节，当天老人的孙子已
为其备好了纸墨笔砚，一家人正围在
案前，观摩他书写春联。只见李文棣
从容提笔，饱蘸浓墨，健笔直书。老
人的孙媳妇告诉记者，其爷爷早几天
就把对联想好了。

“党恩济富家康盛，政德扶贫国
润隆。”不一会儿工夫，老人完成了一
幅对仗工整、字体刚劲有力的春联，
引得一旁围观的孙子和邻居啧啧称
赞。

李文棣老人出生于1922年，早
年上过私塾，从此对读书、写诗产生
了浓厚兴趣。“那时的私塾都是用毛
笔写字，学的是诗词、文言文。”老人

回忆道。
“我爷爷平时就爱看书写字，简

直到了痴迷的程度。”老人的孙子李
敏豪说。每天不管多忙，李文棣都会
抽出时间看书，从《四书》《五经》，到
《史记》《左传》，里面的经典都烂熟于
心。

“那个年代没别的书看，他就反
复看《红楼梦》《水浒传》，看了不下百
遍，书角都翻没了。”老人的儿媳妇
说：正是由于擅长诗书，十里八乡的
人都经常慕名上门请公公撰写对联
和应酬文稿，谁家有红白喜事也少不
了请他坐镇。

平时没事，李文棣就在家看书、
练字。几十年如一日，老人撰写的诗
词楹联已有30多册、近万首（幅）。

常年坚持读书写字，练就了老人
儒雅的风貌和淡定的心态。如今，年
近百岁的李文棣不仅保持着健康的
体魄，而且五代同堂、家庭和睦。

“我家五代
同堂，个个孝顺
有为，又赶上了
和谐盛世，不幸
福都难啊！”李文
棣开心地说。

2月7日，冬日的暖阳照在崇阳
县青山镇尺冲村6组村民王正清家的
小院里，从猪舍刚喂食完的他，正招
呼妻子进屋歇一下，不想手机的微信
提示音就响了起来。

“群里有没有老板要收黑母猪，
我这里有4头，需要的请联系”；

“县城凯宏国际小区土猪肉蛮吃
香，我今天都卖完了，哪家还有土猪
肉的赶快过去销售。”

王正清连忙回复：我这里还有2
头土猪可以拖去卖，谢谢了！

王正清喜滋滋地说：“就靠这养
殖群里提供的信息，我家的土猪完全
不愁卖了。”

王正清说这话时仍清楚地记得，
早在2015年，他可没有这么轻松健
谈。那年在外务工的他大病一场，家
里欠下十几万元外债，一家人的生活
捉襟见肘。“幸好时任村支书廖小林
来我家，给我讲解精准扶贫政策，并

为我做担保贷回
5万元扶贫贷款，
才有了我今天的
养猪事业。”

如今，王正
清养殖的几十头

肥猪个个膘肥体壮。
王正清说：“作为去年3月份才开

始养猪的新手，都是跟着微信养殖群
里学的。特别是购回第一批仔猪，技
术员就上门来指导，定期免费打疫
苗，还把我拉进了县里的养猪信息交
流平台。”

“近300人的微信群全是咱崇阳
的养猪专业户，有什么问题，一问就
会有人来帮忙解答，哪里饲料好又便
宜，有病情怎么诊治用药，哪里进猪
仔，哪里有销路，群里都有人告诉
我。”王正清一边说一边拿起手机向
记者展示了一番。

“我们这些小散养户还可以通过
微信群联合起来，一起卖猪，不用承担
扩大养殖的成本，还有了和买家谈条
件的资本。”王正清说，群里每天都有
人通过发图片、小视频的方式，来展示
自己想要出售的肉猪。

据了解，王正清上个月出栏的40
头生猪，不仅还清了5万元的贷款，还
赚了3万元，进而激发了他对未来的
信心：“因为家里第一次不用借钱过
年了，明年就可把从亲戚朋友借的10
万元还清，再一步步扩大养殖规模，
脱贫致富没有问题。”

书香孕育好家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陈晨 闫雯雯

微信群里学养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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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3日多云到晴天，局部早上有大雾；24日受高空槽快速东移影响，又有弱降水发生；25日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23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2～16℃；24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1～2级，9～14℃；25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5～14℃。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
赵勇报道：“这么冷的天，你们
还坚持上门服务，真是太暖心
了！”春节前夕，家住在通山县
通羊镇幸福小区的刘女士，对
该县计生服务小分队的服务热
情点赞。

这是该县总工会在县城启
动春节计生宣传活动的一个缩
影。

由该县总工会牵头组织县
城区计生服务分局组建的宣传
服务队，以“普及生殖健康知

识 ，保障群众身心健康”为主
题，以计生政策宣传为重点，通
过为辖区已婚育龄女职工提供
送证上门，开展优生优育指导、
生殖健康检查、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以及避孕节育技术咨询
和卫生防疫宣传等，确保城区
计生对象健康快乐过节。

截至目前，该县总工会“暖
冬服务”先后发放计生宣传资
料、宣传品300多份，避孕药具
140多盒，并为71名女职工提
供了健康检查。

通山县总工会组织计生服务队

为女职工开展健康检查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张恒、王凡报道：2月 7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通城县
公安局、市公安局交警二大队
双双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称
号。

这是我市公安机关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之一。

近年来，全市公安机关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
创建内涵，以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精神文
明建设和“五警”战略建设为抓
手，着力提升全警政治素质、文
明素养和道德水平。

新的一年里，全市公安机
关将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立足新时代、着眼新目
标，把握新要求、力求新作为，
切实提高全警政治素养、政治
定力，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再上新台阶。

我市公安机关喜添
两家省级文明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汪大祥报
道：6日，市司法局召开老干部
迎春茶话会，为推进新时代司
法行政工作实现新发展献计献
策。

去年来，该局老干部支部
结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积极
推动“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
化，团结带领全体老干部坚持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退
休不弃学、退休不褪色、离岗不

离责，积极主动服务司法行政
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司法行政
工作。

座谈会上，与会老干部就
如何在政策范围内更好落实老
干部的“两个待遇”，以及进一
步发挥老干部余热等方面提出
了合理建议。纷纷表示，将一
如既往地把司法局当成自己的

“家”，共同开创新时代司法行
政工作新局面。

市司法局发挥老干部余热

推进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曾金
亮报道：“如果我们夫妻俩今天都能找
到合适的工作，今年的日子就好过多
了。”昨日，崇阳县石城镇汉兴村贫困户
何龙军和妻子杨晓兰起了个大早，与村
里30多位贫困群众一起坐免费专车赶
往县城，参加该县举办的2018年“春风
行动”大型用工招聘会。

杨晓兰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因病
每月得花不少药费，一家人的生活全靠
爱人何龙军打零工维持生计。春节前
听村干部说起招聘会的事，夫妻俩便双
双报了名。

招聘会在该县大集广场举行。早
上8点半，何龙军一行人准时来到这
里。只见各个企业的招聘展台前都围

满了前来咨询、填表的求职者；企业负
责招工的人员正拿着宣传资料，忙着推
介企业的情况。

“在园区上班，回家坐车也方便。
既有稳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好家庭。”经
过仔细询问、反复比较，杨晓兰最终与
该县众望科工贸有限公司达成用工意
向，何龙军则被工业园区一家印刷厂录

用。
据了解，由崇阳县委、县政府主

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
2018年“春风行动”大型用工招聘会，
共吸引了近100家企业进场招聘，共
提供工作岗位5000个。其中，当地企
业69家，市直企业8家，非本地企业
16家。

崇阳“春风行动”助群众家门口就业
近100家企业提供工作岗位5000个

本报讯 通讯员金时军、
李聪莹报道：春节前夕，崇阳县
农商行向该县精准扶贫工程捐
赠50万元资金，助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

据了解，去年来，该县农商
行以全县186个金融服务网格
化点为纽带，联合多个部门开
展客户信息收集、产业帮扶对
接、贷款业务办理、利息补贴结
算等全流程服务，扎实推进金

融扶贫工作，帮助贫困户解决
生产生活困难，实现早日脱
贫。先后发放精准扶贫小额贷
款1185笔、8226.16万元，让贫
困群众切实感受到金融助力精
准扶贫的温暖。

该行董事长谭晓彬表示，
新的一年将继续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
任，为全县精准扶贫工作添柴
加火。

崇阳县农商行捐资50万元

给精准扶贫添柴加火

（上接第一版）
王远鹤指出，要收心提神

加油干。各级各部门要早收
心，坚决打赢开局“第一仗”。
要早传达，通过多种方式迅速
宣传会议精神，尽快把思想和
认识统一到本次会议精神上
来。要早行动，扎实谋划推进
全年工作。认真组织好“迈进
新时代，实现开门红”系列活
动，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
要聚焦目标奋力干。市委、市
政府研究确定的2018年咸宁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对全市人
民的庄严承诺。各级各部门要

把目标作为硬要求、硬战场、硬
考验，推动各项工作项目化、工
程化、目标化，逐项抓实抓细抓
到位。要转变作风务实干。弘
扬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

“马真”精神，以实干取信于民，
切实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干出精气
神，干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

会上，咸安区高桥镇党委、
嘉鱼县委、崇阳县委、市供销社
先后作典型发言。此次会议通
过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市里设立主会场，各县（市、区）
设立分会场。

本报讯 通讯员镇治报
道：春节期间，咸宁麻塘风湿病
医院围绕“三个一切”目标，千
方百计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针对春节假期风湿病患者
增多的特点，为确保更好地服
务患者，该院节前对各科室、各
部门的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安
排，要求门诊、住院部及各部门
医务人员要坚守岗位，按照有
专家及服务人员值班，在汽车

站、火车站24小时有专车免费
接送的要求，保证患者来得高
兴，走得满意。

与此同时，该医院在生活
上要求后勤和食堂，认真做好
服务工作，确保患者有热茶热
水喝，有热饭热菜吃，给患者以
家的温暖。以“一切围绕病人
转，一切为病人着想，一切让病
人满意”的服务，赢得广大患者
的一致好评。

麻塘风湿病医院

围绕“三个一切”服务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