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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咸宁赤壁市供电公司

构建垂钓警示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博正、石玉凌风报道：10月23日，

国网咸宁赤壁市供电公司集中开展线下垂钓整治活动。
针对该区域内垂钓爱好者多且分散的现状，该公司加

强跨河流区域重点巡视工作，依托公共宣传栏等主要平台，
让垂钓者、沿途居民了解电力线下垂钓的危害性，发挥群众
力量，提醒垂钓者注重人身安全。同时，密切关注垂钓区域
人员动向，要求巡视人员对电力线路周边河流等重点部位
加大巡视频次，从钓鱼点位置、所处线路方位等一一做好登
记，明确3个监控点，及时发现并制止沿河垂钓行为，做好
风险防范工作。加大安全警示力度，对靠近和跨越鱼塘、河
沟的电力线路，联合武汉供电公司及时修复、加固、更换和
增补禁钓标牌，防止垂钓者进入，从根源上斩断安全隐患，
确保垂钓者人身安全。

通过本次集中整治活动，该公司发放钓鱼安全宣传手
册80余份，张贴标语10余份，形成了全员齐抓共管的安全
垂钓警示体系。

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
别有红签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
这首出自《清史稿.食货志》的诗，记

载的是茶农的生活：将采摘的茶叶压成
方砖，用白纸包了签上红印。值得一说
的是西商监制自芙蓉。芙蓉指的是羊
楼洞芙蓉山，就是现在的松峰山。明末
清初，在赤壁市羊楼洞，有茶厂、商埠、
钱庄300余家，素有小汉口之称。可见
当年，羊楼洞商业的繁荣。后来，历经
战乱与社会变迁，羊楼洞的茶业贸易一
度衰落，至上世纪末期，羊楼洞的辉煌
逐渐被世人遗忘。

“从1995年开始，羊楼洞就没有几
多人了，工厂基本上都倒闭了。人也越
来越少，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街上除
了几家小卖铺，卖点日常用品，根本没
有铺面做生意。没有人你做谁的生
意。”在羊楼洞石板街，74岁的雷祖元大
妈经营着一间门店，专卖青砖茶，提起
以前，老人止不住地摇头

但说起现在，老人脸上就挂满了笑
容：“我这个店面，现在每天都有收入。”
近来年，赤壁市加大对羊楼洞历史的挖

掘与文物保护，以千年古镇为依托，以
茶文化为亮点，大力发展羊楼洞文旅项
目，使得千年古镇逐渐被世人所瞩目。

“我们茶业是今年3月间和雷大妈
合作的，我们的茶制品摆在大妈的铺子
里销售，并每天由大妈冲泡我们的青砖
茶，免费给前来羊楼洞游玩的客人们品
尝。”赵李桥茶业董事长魏艳香说起羊
楼洞，充满了信心。

为了推广赤壁青砖茶，魏艳香也没
少花心思，但是效果总是不尽人意。看
着近年来羊楼洞的兴起，聪明的她灵机
一动：何不让我的茶和游客面对面接
触？于是，她找到雷大妈，两人一拍即
合，赵李桥茶业的青砖茶在羊楼洞石板
街正式向游人揭开面纱。

“这个效果好多了。”谈起和雷大妈
的合作，魏艳香对自己的这个创意不无
得意。因为有了雷大妈的宣传点，加之
免费提供的砖茶，使得游客逐渐对羊楼
洞的茶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几
乎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客人到我们茶
厂来参观，了解青砖茶的历史与文化。
这不仅宣传了我们赤壁的青砖茶，更给

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收
益。”

在羊楼洞明清石板街，在往来的游
客中，时常还会看见一袭旗袍的美女，
撑着一柄油纸伞，袅袅婷婷地走过，成
为与羊楼洞相媲美的一道风景。而羊
楼洞的居民会骄傲地告诉你：“那油纸
伞也是我们羊楼洞生产的。”

早在上世纪，羊楼洞就有竹编工艺
厂，不仅生产扇子，也生产油纸伞。后
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厂家在羊楼洞
退出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始终惦记着
自己的家乡，并传承着这门技艺。

但中汉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土
生土长的羊楼洞人，从羊楼洞出去后，
一直在深圳打拼，并在深圳开了油纸伞
厂。今年8月，但中汉从深圳回到羊楼
洞，并立即在羊楼洞的石板街上，开了
自己的油纸伞商铺。

“我这个铺子里只管卖，做伞在另
外的地方，也在羊楼洞。”在但中汉的油
纸伞商铺，正在照顾游客的王碧保介绍
说。王碧保是但中汉请来打理商铺
的。在铺面里，大大小小的油纸伞，充

盈着店里的每一个空间。天花板上挂
的是伞，地上撑开的是伞，货架上摆放
的还是伞。伞上的画面，有的是印刷
的，有的是人工手绘的，但无论是印刷
还是手绘，都一样精致。

“但总其实一直想回老家来做油纸
伞。”王碧保介绍说。“但一直没有回来，
是因为以前羊楼洞是在太破烂，街上也
脏，加之周边的矿山，弄得灰尘满天
飞。我们自己都不想住，哪里还指望别
人来游玩。”

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羊楼洞不
仅街道宽敞，更干净整洁，周边的矿山
全部关闭，碧水蓝天重回羊楼洞。而且
道路也修通了，与外界的联系畅通无
阻。

“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王碧保
说，就是这些变化，让但中汉坚定了回
家的决心。

羊楼洞的变化，更给多年来坚守在
羊楼洞居民们，注入了复苏的活力。如
今，走在羊楼洞的石板街上，鳞次带比
的商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的双眼
应接不暇，那些都是羊楼洞的居民们，
瞅准了羊楼洞开发的时机，而纷纷为羊
楼洞的复兴助力。消失了几十年的书
店开起来了，雪藏了几十年的古玩店也
粉墨登场，音乐酒吧、咖啡店，这些一直
很遥远的名词，也纷纷落户羊楼洞……

前几年还只有几家小卖店的羊楼
洞，如今各种商铺、餐饮、民俗等达到
100多家。一个崭新的羊楼洞，正在一
步步向着美好的明天迈进！

看似寻常最奇崛
千年古镇羊楼洞商业的华丽回归

○ 文/通讯员 张升明 图/通讯员 江陈

赤壁百日攻坚突击检查

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本报讯 通讯员郝智晖、刘亚军报道：10月18日，赤

壁市住建局联合该市城管执法局和生态环境分局，对全市
多个重点建筑工地和涉气工业企业的大气污染防治落实情
况进行突击检查。

根据赤壁市秋季大气环境质量保障方案，大部分企业
的大气污染防治整改已启动实施，但还有一些地方未认真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某些建设工地存在严重的扬尘污
染隐患及渣土运输车以露天运输为主，没有洒水车，路面积
尘没有及时冲洗、保湿，对赤壁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很
大。

检查组针对检查出来存在污染隐患的工地，要求强化
主体责任，及时对渣土车运输防尘措施进行调度，同时要硬
化道路，使用洒水车、喷淋装置等抑制扬尘。要切实加快大
气污染防治的进程，保障茶叶大会期间的环境质量，为打赢
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战奠定坚实的基础，推动赤壁市环
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赤壁农业农村局

走进田畴指导秋播
本报讯 通讯员张徐良、赵燕丽报道：为进一步推动农

产品增收，保证农民收益，10月22日，赤壁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农业专家一行前往茶庵岭镇青石桥社区开展油菜轮作
试点机械化秋播工作。

由于受前期干旱影响，赤壁市今年秋播工作较往年有
所推迟。为追赶进度，该市农业农村局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在播种阶段试点全程采用机械化设备。在油菜轮作试点机
械化作业秋播现场，记者看到油菜“种肥药机”实行播种、施
肥一体化，提高了播种效率，极大地缩短了播种时间，加快
了耕种步伐。农业农村局植保站农业专家还在现场配套推
广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并为农民示范油菜拌种技术。

据了解，自秋播开展以来，该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
密切关注，多次组织专家力量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秋播工
作。与往年对比，今年赤壁市预计新增油菜播种面积两万
亩，为该市明年油菜的丰产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赤壁税务局

宣传减税降费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郑姗报道：“小规模纳税人税收

优惠力度太大了，每季度30万元以下都免征增值税！”在三
国赤壁古战场景区经营旅游产品销售店铺的李老板，尝到
减税降费“甜头”后竖起大拇指：“生意越来越有奔头！”

近日，借助旅游好季节，赤壁市税务局将减税降费政策
宣传带到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在客流量集中处搭建咨询
台，摆放轻松办税指南、减税降费宣传手册、深化增值税改
革政策一本通、社保费缴纳等宣传资料，并进户宣传。税务
人员还走进人群为游客发放传单，耐心讲解减税降费、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城乡居民医保征缴等政策措施，介绍
便捷办税，现场解答游客关心的问题，受到游客好评。

“古战场周边商户大多数是小规模纳税人，与减税降费
政策息息相关。”赤壁市税务局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将加大
宣传力度，唱响税收政策好声音，让减税降费政策惠及千家
万户。

赤壁法制讲座进校园

共创平安和谐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兰燕报道：为切实加强辖区校园

安全保卫工作，增强在校师生的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提高
自我保护能力，10月18日下午，赤壁市公安局中伙铺派出
所驻校民警来到杨家岭学校，为100多名在校小学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法制安全教育课。

针对小学生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差、容易误入歧途等特
点，民警以发生在学校周边、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为教材，
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让学生明白违法行为以及违法
犯罪行为的恶劣后果，希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守法、好
好学习，做一名知法、守法、用法的小公民。同时，民警还向
学生们普及了防欺凌、防溺水、防不法侵害、防交通事故等
方面的常识，努力增强小学生们的自我防护安全意识。提
高了他们明辨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营造了“学法、知法、
守法”的良好氛围，获得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为共创平
安、和谐校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4天，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
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大会
将在赤壁开幕。

这是继往届茶业大会，首次提出让
茶融入“一带一路”，首次邀请“一带一
路”国家政要，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
次盛会。

赤壁努力多年的重振万里茶道战
略，正以茶为媒，融入“一带一路”。赤
壁各界正以崭新的形象向世界邀请，展
示这座城市的魅力、活力、机遇和希望。

在前往大会主会场羊楼洞古镇途
中，铁路、公路并齐而行，高速公路纵横
交错。沿途层层叠叠的茶山，在氤氲的
雨雾中，青黛厚重。青翠的茶树间，一
块块诱虫黄板相映。茶企依山而建，环
拥在茶园之中，别有一番景致。

茶山之间，甘蔗成林，勤劳的农人
正丰收忙。一场秋雨一场甘霖，田地
里，秋冬播的身影来来回回。穿过一座
铁路桥，离古镇就近了。

“让赤壁青砖茶融入‘一带一路’，
让世界爱上中国茶”“融入‘一带一路’

共创发展新未来”，沿路，一条条振奋人
心的红色标语印在白色围墙上，一面面
鲜艳的国旗掩印在苍翠的古树之中。

走进古镇，民居古朴，商铺林立，鲜
花绽放，游人接踵，昭示着这是一个充
满生机活力的地方。

“开个咖啡馆，或者小商店，做特色
小吃！”“要有特色，赤壁的特色。”在离
青砖茶博物馆最近的一栋二层民居门
口，一家老少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商
量着利用一楼做些营生。

“沾国家的光，把我们的房子都整
修一新。我们家离新建的青砖茶历史
博物馆近，占据有利位置，茶业大会
后，游客肯定更多，一楼空着也是空
着，就想着做点什么生意。”居民介绍，
今年古镇大兴，游客明显增多，尤其周
末，游客络绎不绝。言语之间，对未来
充满希冀。

在阜昌商号门口石墩上，放着一只
大茶壶和一摞水杯。约莫五十来岁的
妇人爽朗的笑着从屋内走出将我们招
呼进屋，煮茶斟茶，屋内茶香弥漫。铺
面不大，倚墙的木质展柜摆放着各类品
牌的青米砖茶，煮茶器具，一些手工艺
品。略高的阶台上放着一台缝纫机，墙
上展示着棉麻质地、颜色素雅的旗袍。
待醇和温润的青砖茶入喉，老板赵青秀

便聊开了。
这个小店是赵青秀去年10月份开

的。谈到开店的初衷，赵青秀目光炯
炯。

“我是做服装的，我身上这件衣服
就是我做的。”赵青秀除了这间茶店，还
有两间自产自销的服装店，服装店做了
有些年头。

“羊楼洞从兴盛到衰落后，每一个
羊楼洞人都很痛惜，但也没办法。这些
年，政府真是花了大力气，尤其是这两
年。这个小店就是我自己的房子，你
看，给我翻修的多好，古色古香。”赵青
秀坐在茶台前，欠身为我们续茶，煮制
的青砖，二道回甘更纯。

“我有三个孩子，过去多难？现在
孩子大了，我也五十多岁了。政府这些
年为复兴羊楼洞做了多少工作，我天天
在这里都眼见着呢。你说，我作为一个
羊楼洞人，我能不想想，羊楼洞就是自
己的家啊，复兴之事，我不做点什么，怎
么行？”

这时，附近做工的工人正拿起赵青
秀放在门外石墩上的大茶壶倒茶喝。

“一天烧这个大壶六、七壶，给他们免费
喝。大家都辛苦了，最后还是我们羊楼
洞人享福。”赵青秀看向门外解释道。

“我这房子政府都给我修好了，又

在石板街上，我就想着再开个茶店吧。
烧最好的茶给游客喝，给游客讲羊楼洞
历史，站在万里茶道源头向世界宣传羊
楼洞，宣传赤壁青砖茶，是荣幸呢。”赵
青秀继续说。

“前些年，遇到许多游客走到我家
里来，一聊，都不懂羊楼洞，来了只是看
看这衰败的旧街，留不住客人的。还有
些根本不知道赤壁青砖茶，没见过，也
没喝过。我就给他们讲历史啊，泡砖茶
给他们喝，让他们了解。”回想前几年，
赵青秀一阵惋惜。

随着赤壁加大力度对羊楼洞的保
护修缮，赵青秀开起了茶店，为游客讲
历史，免费提供茶水。“茶业大会临近了，
久旱的赤壁下了一场及时雨，天时地利
人和，真的是要崛起。羊楼洞是我的家，
我做不了啥大贡献，我只有和善与诚信，
烧最好的茶给客人喝，让更多的人了解
羊楼洞！”赵青秀激动喜悦的情绪融入她
煮制的每一盏茶中，这第三道茶去了所
有生涩，入口绵糯，回味甘甜。

谢罢赵青秀的茶席，再次随着人流
走在明清石板街上，鸡公车辗出的独轮
印痕，一块块复古的招牌、雕花门窗，复
原的旧时商号、茶庄、盒茶帮、邮局、厘
金局、书院、药铺……都将在大会盛开
那一刻，重启辉煌之门。

2019，遇见羊楼洞
——写在国际茶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大会即将开幕之际

○ 通讯员 吕蓉 雷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