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朵朵向阳开，佳丽双双逐笑来。
3月29日，学习强国平台上的一段

《桃夭·乡愁》的视频，将赤壁市余家桥乡
秀丽的山水，展现在世人的眼前。成片
成片的桃花，在微风中跳跃，在阳光下闪
耀。花丛里，身着旗袍、唐装的古典美女
们在其中穿行，或轻嗅花香，或牵枝留
影，或吟咏唱和，无不陶醉其中。而这些
盛装的美女们，并不是专业的演员，只是
一群乡村里的文艺爱好者，也是赤壁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群文艺志愿
者。

在乡村富起来、美起来之后，还要让
乡民们的文化生活丰富，从而带动村民
整体素质强起来。对此，赤壁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将文明实
践中心以市、乡镇、村（社区）为单元，实
现全域创建，精准、常态、长效地开展志
愿者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仅将
丰富的文艺节目带到村民中间，并组织
村民成立舞蹈队、腰鼓队、旗袍协会，定
期进行培训与演出活动。同时，也将服
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带到村民中去，

不定期开展保护环境，清理垃圾等义务
活动，增强村民的服务、奉献意识。

为激活乡村新风，赤壁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还以乡村文化礼堂为依托，
打造村民的议事厅、休闲娱乐中心。并
引导各村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乡贤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及红白理事
会，培育良好乡风，真正让村民守住乡
土、传承乡风、留住乡愁。

如今，在赤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的带动下，村民们不仅自律意识增强，更形
成了人人争着当先进、做模范的良好局面，
村民素质整体提升。而一个以乡村文化礼
堂为载体，新乡贤与文明志愿者为骨干，带
动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乡村文化振兴模
式，已在赤壁得到全面的发扬和实践。

人文篇 让乡村强起来

东柳村全景东柳村全景

经济篇

让乡村富起来
微雨的清晨,万亩茶园在雨里静默

着,人在茶中游。
葱郁的茶园,透亮的叶子,点缀着

白茶花,一下子活泼了双眼。
作家李娜在游览了赤壁万亩茶园

后，用文字表述着自己的欣喜。
万亩茶园位于赤壁市茶庵岭、新店

和赵李桥三镇交汇地带，连片植茶3.1
万亩，是湖北省最大的商品茶生产基
地。依托赤壁万亩茶园景区，卓尔集团
投资5.4亿元，建起了全球首家茶文化
俄罗斯风情主题公园：万亩茶园·俄罗
斯方块小镇。公园规划面积4600亩，
建设俄罗斯风情商业街、喀秋莎会客
厅、卓尔青少年足球基地、卓尔宇航体
验园、四季茶溪花海、水上休闲游乐场、
茶文化餐厅等特色体验项目，年游客接
待量预计达30万人次。

乡村振兴，首先是经济的振兴。只
有老百姓口袋里充实了，乡村振兴才能
有底气；只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赚到
钱，乡村振兴才能有发展。

赤壁市通过规划引领，坚持协调
发展的方针，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根据自身资源优势，该市围绕107
国道与旅游快速通道，推出农旅结合
的特色产业致富路、绿色生态小康路
的发展构想，并确立以点带面的实施
方案。2018 年，该市整合资金 30亿
元，打造2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和10个
田园综合体，对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
发展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与此同
时，该市主推茶叶、小龙虾、猕猴桃三
大主导产业，其中茶叶总产量达到4.1
万吨，小龙虾养殖面积25万亩，猕猴桃
种植规模、销量也在全国领先，农产品
加工产值200.3亿元。

如今，赤壁市已培育农旅一体旅游
点452个，为该市老百姓带来了丰厚的
经济收益。在余家桥乡大丰收果业合
作社上班的村民有20人，每人每年的
收入都在4万元以上。而到果园采摘
时节，果园每天都有上百位村民来这里
打工，每人每天不低于150元的收入。

环境篇 让乡村美起来

每天早晨，伴着鸟儿的啁啾，程大爷
的晨练就开始了。他会沿着宽敞的村间
沥青路面，慢步跑到望凤池边，再沿着池
塘跑一圈。然后回到宽敞的村民广场，
在健身区的健身器材上伸伸腿，弯弯
腰。在跑步健身的同时，程大爷还会随
身带着一个垃圾袋，遇上路边的垃圾就
随手捡起来。老人说：“村里现在这么干
净整洁的，不能让一点垃圾扎了眼。”

要让人民群众住得舒心，就要从他
们最关心、反映最迫切、感觉最直观的问

题上进行改善。而农村相对脏乱差的人
居环境自然是老百姓最为头痛的事情。
对此，赤壁市持续开展农村广告标语专
项清理、废旧房屋专项清理、村湾道路出
入口专项整治、房屋立面改造专项整治、生
活污水治理及农村存量垃圾专项清理六大
专项行动，治脏、治污、治乱整体推进。

截至目前，该市共建成乡镇污水处
理厂11个，乡镇垃圾中转站13个，村级
微动力污水处理站11个，建改农户无害
化厕所8418户，农村公厕40座、乡镇公

厕18座、交通厕所3座、旅游厕所12座，
无害化垃圾处理率达90%。完成立面改
造整修14.48万平方米，整修房屋约835
栋，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该市还以“绿满
赤壁”“绿色示范乡村”创建为着力点，切
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三年来植树造林
6.4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43.11%，分
批建成美丽乡村示范点66个、省级生态
镇3个、省级生态村21个、省级绿色示范
乡村36个，并上榜2018中国最美县域
榜单。

蓝天、碧水、净土，在赤壁市生态优
先的美丽乡村建设步伐中，正一步步走
近每一个人身边。

小龙虾生产分拣小龙虾生产分拣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雨烟/到处是布谷的清亮，黄鹂的婉转，竹鸡的缠绵……”
30多年前，赤壁诗人饶庆年用一首《山雀子噪醒的江南》，将赤壁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唱响在神

州大地。赤壁淳朴、宁静的乡村形象，一下子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30多年后，一群著名作家踏上赤壁的土地，瞬间，赤壁就惊艳了她们。随着她们的惊喜，一个和

谐、文明，绿色、发展的赤壁乡村形象，也渐渐被外界所认识。

乡村振兴的“富美强”村庄
——赤壁美丽乡村建设走出特色路

通讯员 张升明 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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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抓好技改工作

创新驱动添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刘万全报道：5月3日，一批负离子抗

菌蜡笔正在赤壁吉利隆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打包装箱，准备
远销土耳其。这种新型环保健康蜡笔无污染，无副作用，是
该公司通过配方升级获得的一项专利技术，可以满足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儿童及美工人员放心使用。

近几年来，赤壁市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重点扶
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抓好技改，专利申报，产业升级。赤
壁神山兴农科技有限公司在猕猴桃的经营上，先后组建专
业研发团队，培育出红黄绿多个品种。公司先后注册商标
91个，申报发明专利30多项。

据悉，去年以来，赤壁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63.68亿元，同比增长22.4%；申报高新技术企业15家，上
报高新技术产品12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4个，申请专利
163件，荣获湖北省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市。

赤壁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报道：近日，赤壁市启动“打击欺

诈骗保行为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动，聚焦医
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

此次活动，将重点打击定点医疗机构虚假宣传骗取参
保人员住院、虚构医疗服务，定点零售药店串换药品、盗刷
社保卡，医师开大处方、过度给药，参保人员伪造医疗服务
票据等违法违规行为。并通过集中宣传医保基金监管法
规、明确举报奖励办法、曝光骗保典型案件、推进智能监控
系统覆盖等措施，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营造全社会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5 月 5 日清晨，经过 180 多个小时的连续分级装卸施
工，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南岸滩桥箱梁首套移动模架预压试
验圆满成功，达到预压理论值，为现浇箱梁施工提供了安全
保障，标志着首孔现浇箱梁施工转入实质性阶段。

通讯员 冷朝阳 摄

赤壁荆泉山桥

顺利竣工通车
本报讯 通讯员刘进华报道：近日，作为红旗桥至羊楼

洞改扩建工程的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荆泉山小桥，通过最后
沥青砼路面铺装作业，现已顺利竣工通车。

荆泉山小桥位于陆水湖办事处玄素洞村，始建于70年
代，结构为石拱桥，桥长12米，桥面宽8.6米，年限较长，桥
梁拱圈开裂，剥落、基础下沉，属于危桥，附近村组居民出行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华祥路桥公司项目部自去年8月份开
始拆除重建，新桥梁采用1X13米预应力混凝土简支空心
板，主角90度，空心板横向采用6片主梁，桥长23米，桥面
宽9.8米，增设人行道，防护栏。此桥竣工后，极大方便了
附近村民生产生活出行，进一步提高了交通出行条件,助力
乡镇经济持续发展。

官塘驿镇楠竹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王文海、张敏报道：“我们厂今年接到

5000吨生产订单，现在正在加紧生产。”5月7日，在官塘驿
镇小袁拉丝厂内，老板介绍说。

小袁拉丝厂是一家专门生产竹制品的厂家，现有工人
36名，年生产竹制产品8000余吨。官塘驿镇素有“鄂南楠
竹之乡”的美称，现有楠竹18万亩，占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一
以上，楠竹蓄积量3260万根，年采伐量270万根。竹拉丝
厂和竹加工企业达40余家，吸纳就业人数3000余人。小
袁拉丝厂工人张晓春说，在拉丝厂打工年收入3万元以上。

为带动楠竹小加工厂的发展，增加村民收入，官塘驿镇
利用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打造了竹产业园区，吸
引企业投资，从而带动官塘驿镇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赤壁文联

红色教育葆初心
本报讯 通讯员肖梦妮报道：5月6日，赤壁市文联组

织各文艺协会党员干部，前往羊楼洞烈士陵园开展以“缅怀
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接受红色宣传教育。

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党员干部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肃立、默哀、鞠躬、敬献花篮，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
意、无限哀思和深切缅怀。在烈士事迹陈列馆里，大家通过
展厅里陈列的历史文物、珍贵照片和真实史料追忆革命的
光辉历史，感受先烈对党绝对忠诚的信念。

通过对先烈的祭奠、追忆，加强党对“两新”组织的领
导，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加强各文艺家协会的党建工作，
铭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砥砺前行，开创赤
壁市文艺工作新局面。

车埠镇小罗湖田园综合体紧邻武深高
速、赤壁旅游快速通道，素有赤壁市的“河西
走廊”美誉。5000多平米的示范园内种植
着30多种有机蔬菜。一个多功能控制室

“控制”着整个大棚内的施肥和灌溉——它
可以直接调节科技示范园室内光、水、肥等

诸多因素，达到无土栽培和水肥一体化。
当前正值雨水充沛的季节，园内黄杆甜菜、
红梗菜、水果黄瓜等有机蔬菜长势喜人，工
人们正忙着给园内空中廊架上的瓜果进行
修剪，一派忙碌有序的丰收景象。

采访中，大棚技术负责人王师傅告

诉记者，示范园内种植的30余种优质有
机蔬菜有一半采用水培的模式种植，与传
统耕种农业模式相比，这样的方式可使灌
溉施肥更精准，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通
过科学管理使得蔬菜更健康更绿色。

总投资17亿元的小罗湖田园综合

体项目占地面积2368亩，集现代农业、
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2018年投
资总计2.5亿元，对路、亭、台、水、树、茶
进行了高标准配置改造，目前已完成园区
道路平整拓宽、道路彩化、茶叶加工厂和
相关基础设施工程，2.6万平方米现代设
施农业大棚的主体工程建设和6000平方
米棚内立体化有机种植设施安装及蔬菜
种植。2019年，项目将进一步加快“二
园一基地”建设；新建“四中心一门楼”，即
游客接待中心、高科技设施农业研发中
心、康养中心、儿童游乐中心和景区门楼，
倾力打造全省一流的示范田园综合体。

车埠镇小罗湖田园综合体

现代农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
通讯员 李瑞丰 万菡

村道建成景观带、打造绿色景观节
点、修建乡村小游园、户外主题壁画……
灵秀东柳，在美丽乡村建设上下足了“绣
花功夫”。今年以来，赤壁镇东柳村全力实
施“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拓宽刷
黑道路1.5公里，清淤整修沟渠2个1800
米，栽种绿植、花卉900余棵，安装太阳能
路灯100盏，立面改造沿渠建筑40余栋，
绘制户外主题壁画13处，无公害化厕所改

造139户，村庄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群
众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4月30日，在东柳村4组，村民孔令
珍正在西瓜大棚里干活。土地流转的租
金，加上一天120元的工资，让她喜上眉
梢。据悉，像孔令珍这样，依托农业产业
发展，拓宽增收渠道的村民还有100余
人。该村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率
先发动106户农户以土地资源入股的形

式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截至目
前，发展了820亩大棚瓜果基地、500亩
有机大米种植基地、600亩稻虾混作基
地、300亩有机蔬菜基地。此外，建设现
代化葡萄大棚420个，西瓜大棚980个，
水产养殖2000亩，农产品生产基地初见
规模。

经济的振兴，也促动村民们对文娱
生活的向往。

东柳村1组村民汪继祥，村民们亲
切称他为“东柳农民书画家”。每每村里
谁家有喜事，请他写对联，他都欣然应
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既要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塑“形”，也要注重涵养精神
文化——铸“魂”。近年来，东柳村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入“文明”元
素，与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设、法治建
设、红色宣传等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孝老
敬老之星”“邻里和睦之星”“热心公益之
星”等活动，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
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
持家，让文化滋养乡村精气神，带动乡村
可持续发展。

赤壁镇东柳村

乡村振兴塑“形”铸“魂”
通讯员 王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