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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中医院赴福利院

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为弘扬中华名族尊老、

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10月25日，赤壁市中医医院组织
义诊医疗队，和中医院“杏林义工”一起，前往赤壁市蒲圻
办事处农村福利院看望慰问孤寡老人，给老人们送去贴
心的温暖。

在福利院，义工们一边给老人们分发了带来的新鲜猕
猴桃，一边与老人亲切交谈，医务人员则为老人们仔细检查
身体。在福利院负责人的带领下，义工一行还参观了福利
院的各类场所和设施，认真听取了福利院负责人对该院整
体情况的介绍，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及健康需求。

此次慰问，是中医院崇尚公益、关爱老年人，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的一次实践。今后中医院还将以不同形式为社会
送温暖、传爱心，积极肩负起社会责任，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东洲人行桥即将竣工

3D桥面亮相赤壁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刘志刚报道：流水、断崖、美妙

的音乐、闪烁的霓虹……这些景象伴随着行人的脚步，不停
变换，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观赏快感。

10月30日晚，赤壁东洲人行桥桥面3D影像进入调试
阶段，这座倍受市民关注的横跨陆水河的人行桥，即将给市
民带来出行的方便与愉悦。

东洲人行桥位于东洲大桥下游500米处，连接陆水河
两岸，起点位于书院街东端，终点与滨河路相接。作为连接
该市东西方向的一条重点人行交通要道，被列入赤壁市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之一。

为了将人行桥打造成一座方便之桥，观赏之桥，赤壁市
将该桥纳入“一河两岸”景点建设范畴，将桥梁上部结构、下
部结构及基础、防护栏杆、西岸连接道路等进行亮化设计，
桥面采用玻璃栈道彩色树脂铺装组合而成，桥面中间平台
部分为3D特效透明屏玻璃栈道，采用先进的3D影像技术，
形成碎裂、悬崖等多种特技效果。

目前，该桥桥面正在铺装，3D显示屏正在调试中，两边
广场正在建设，预计12月底可通行。

赤壁开展“万人洁城”活动

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 通讯员赵燕丽报道：近日，赤壁市开展新一轮

“万人洁城”活动，全市各单位干部职工与市民群众、志愿者
们一道，对全市环境卫生进行清理打扫，用实际行动美化城
市、清洁家园，为茶业大会营造良好市容面貌。

伴随着连绵的秋雨，大家的劳动热情依旧不减。在砂
子岭社区、赤壁创新聚集区等地，劳动者的身影早已遍布
在各小区、街道、背街小巷，他们手持扫帚、铁铲等工具，针
对垃圾死角、陈年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在陆水河黄龙大道
段，由于堤坝坡陡，垃圾细小且分布散乱，清扫人员只能徒
手捡拾垃圾。大家纷纷表示，参与“万人洁城”活动既清洁
家园，又劳动锻炼自己，为家乡环境改善出力感到非常有
意义。

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营造良好的人居
环境，赤壁市每月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万人洁城”活动，
宣传号召市民爱护环境、保护家园，极大地增强了市民群众
的环保卫生意识。

赤壁市委巡察办

办实事解难事助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10月21日，在赤壁市车埠

镇肖桥村新改建的村便民服务大厅门前，村干部肖柏林兴
奋地说：“市委巡察办为帮扶村办实事解难事，现在村民办
事直接到村便民服务大厅。”便民服务大厅的改建运行，是
该市巡察办践初心助脱贫的一个缩影。

自赤壁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
来，赤壁市委巡察办深入推进“领导干部下沉、帮扶干部到
户”，推进主题教育和脱贫攻坚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肖桥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9户，脱贫人数266人。
2018年，该村实现了所有贫困户整体脱贫的目标。为防止
贫困户返贫，2019年3月，市委巡察办接手肖桥村驻村帮
扶工作，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研究制定了肖桥村精
准扶贫十件实事。目前，十件实事完成了90%以上，预计
年底可全部完成。

赤壁维达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践行初心担使命
本报讯 通讯员王小军报道：10月27日，维达力（赤

壁）实业有限公司1500多名员工在21名党员的带领下，分
成21个小组走进砂子岭、木田畈、凤凰山等20个社区和高
新区法制文化公园，参加“社区卫生大比拼”志愿服务。

员工们纷纷走进社区街道、居民小区，以饱满的热情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他们拎着垃圾袋，拿着小铁钳，挥舞着扫
帚，清扫每一处卫生死角的果皮纸屑、白色垃圾，对小区随
意乱放的共享单车进行整理，对乱贴乱画的小广告进行彻
底清除。

为切实贯彻赤壁市非公经济党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指示精神，按照“通读一本理论书籍、领办一件
实事好事、参加一次志愿服务、参加一次组织生活会”的部
署要求，维达力党员、职工们正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践
行初心和使命。

文化繁荣离不开文化遗产
的丰富滋养。28日，中国青砖茶
博物馆在赤壁羊楼洞开馆，馆址
设在近代俄商茶厂基址附近。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设定为“中国
青砖茶的历史”，在青砖茶的原
产地羊楼洞讲述青砖茶历史，有
着独一无二的时空意义。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藏品繁
多、史料翔实、系列完整，是国内
主题最突出、特色最鲜明、藏品
最丰富、文化底蕴最深厚的茶叶
专业博物馆。展览以物为宗，从
纵向时间轴和横向器物对比的
双重维度进行诠释，结合场馆建
筑特点，遵循“以地方史为脉络，
以砖茶史为重点”的原则，首次
陈列展示文物约2000件/套，以
三个单元展现赤壁青砖茶发展
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节点和
重大事件。

三个单元分为，中国古代茶
文化、青砖茶的故乡：赤壁、万里

茶道。分别从历史源流、经济沿
革、文化交流等视角，全面展现
茶叶的起源、制茶工艺的形成、
茶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演进
之间的联系，及其在世界范围内
的影响，同时表现青砖茶的诞生
过程及相关地方茶文化的形成
与发展，青砖茶在万里茶道贸易
线路上的历史演进，回顾万里茶
道申遗历程，展望其文化意义。

展览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
国茶文化和赤壁茶史为目的，同
时以国际博物馆学的视角、文化
人类学的方法，通过文献梳理、
藏品研究、科学考据，为国内外
专家学者搭建中国茶文化的学
术交流平台。

整个馆区以传统的陈列方
式为主，用高雅、明快、大方、简
洁的风格，营造清晰、疏朗、舒适
的展览氛围，展现青砖茶的历史
底蕴，辅以场景复原、多媒体展
示。

赤壁青砖茶专场推介会

茶产品展览交易会现场 （图/通讯员 王莹 摄）

羊楼洞古街开街盛况

“万里茶道第一砖茶”：赤壁青砖茶！
《文汇报》记者 钱忠军 通讯员 姜洪

10月29日，在赤壁市羊楼洞古镇开
幕的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产业发展论
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大会上，赤壁市获授

“万里茶道第一砖茶——赤壁青砖茶”。
赤壁产茶始于汉晋，兴于唐宋，盛

于明清。拥有湖北首个“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中华
老字号企业赵李桥茶厂，赵李桥青砖茶
制作技艺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赤壁

青砖茶获中国驰名商标。
近年来，赤壁抢抓国家实施“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坚持“转
型升级、绿色崛起”，积极挖掘千年茶
史，打造百亿茶产业，复兴万里茶道。
全市现有茶叶基地16.1万亩。茶叶加
工企业达35家，其中规模企业18家，拥
有茶叶驰名商标3件、著名商标4件、知
名商标6件，赤壁青砖茶荣获中国驰名

商标和百年世博名茶金骆驼奖，成为湖
北区域性公共品牌。

赤壁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省
市开展交流合作，在全国大中城市设立
直销展示窗口100多处。赤壁青砖茶海
外销售窗口于今年6月份在俄罗斯中国
茶域上式建成投入运营。在中俄万里
茶道申遗活动中主动作为、走在前列，
形成了《赤壁宣言》等纲领性文件。

据介绍，赤壁力争用3至5年时间，
将全市茶园发展到18万亩，茶叶全产业
链总值达到100亿元，把赤壁打造成全
国乃至世界知名的砖茶生产、加工、销
售、展示中心。

10月28日，羊楼洞明清石板街举
行开街仪式，同日，总投资2000万元，
以“中国青砖茶的历史”为基本定位的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在羊楼洞开馆。

赤壁的脚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
匆忙；赤壁的热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么高涨。

10月29日，一场以茶为名的国际茶
业盛会——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产业
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大会在世
界茶业第一古镇——赤壁羊楼洞召
开。来自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
多名政要、专家学者和茶叶经销商齐聚
赤壁，共商茶业发展大计，共谱“一带一
路”茶业发展新篇章。

此次盛会，是一场茶业发展的谋略会，
更是赤壁茶叶向世界出发的誓师大会。

多年来，作为亚欧万里茶道上繁荣
兴盛历史最长、制茶业规模最大的源头
集镇，羊楼洞一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如何让羊楼洞重现昔日繁华？赤壁市

系统规划，全面推进，制订出“打造百亿
茶业，挖掘千年茶史，复兴万里茶道，造
福亿万民众”的发展蓝图。

此次大会，赤壁市更以开放、包容
的大气魄，抒发合作、共赢的大豪情，无
比自信地提出“让茶融入一带一路，让
世界爱上中国茶”的发展口号。

蓝图已经绘就，前进更需努力。而
赤壁茶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世界茶
叶市场，去开疆拓土，并落地生根？就
是要加快赤壁茶业的国际化进程，加速
赤壁茶业适应市场的竞争与合作。而
这，也就是本届茶业盛会主题：“让茶融
入一带一路”的赤壁智慧。只有合作共
赢，才能带来赤壁茶业的繁荣复兴。

“目前，中国茶叶‘产大于销’，走出
去是我们去产能的重要途径。”会上，中

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会长翟虎渠在
开幕致辞中的话，与赤壁紧密把握“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这一历史性机遇，谋
求茶业大发展构想的方向加以了印证。

近年来，赤壁市先后与俄罗斯、白
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
经贸活动，并建立多种茶叶经贸合作关
系。2019年，还在俄罗斯莫斯科中国茶
城开辟赤壁青砖茶宣传窗口，让更多的
人了解中国茶，并喜欢上中国茶，从而将
中国的茶文化向世界各族人民传播。

今天，赤壁茶业的崛起，更是赤壁
茶文化底蕴的崛起。赤壁茶业向世界
出发，不仅仅是茶产品的出发，更是赤
壁茶文化的出发。赤壁茶业的成功，不
仅仅是停留在经济效益上的提升，更是
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良的服务，并丰富社

会大众的生活内涵。所以，此次茶业盛
会，赤壁在提出复兴万里茶道的同时，
更注重的是造福亿万民众，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都能够在赤壁茶业的兴起中，
得到实惠与福泽。

当然，无论多么美好的宏远构想，
都需要坚定地去承载，去践行。赤壁茶
业，经历了 1000 多年的历史沉淀，为世
界各国人民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当此之时，赤壁以复兴万里茶道的决心
与勇气，去寻找世界人民的文化认同，
重塑青砖茶的文化标识，正是中国茶发
展的时代需要，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共识。

与传统对接，与时代同行，与世界
相拥。赤壁青砖茶，正满怀豪情，开启
着国际攻略的新征程。

青砖茶的国际攻略
○ 申鸣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羊楼
洞，这里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石板
街，太适合拍电影了。”10月28
日，著名演员佟大为来到赤壁羊
楼洞，看到承载着羊楼洞历史与
文化的明清石板街时，话语中满
是掩饰不住的欣喜。

羊楼洞明清石板街全长1.1
公里，是一条在历史长河中，饱
经战火摧残与时光磨砺的原始
街道。街道上木质的门楼，雕花
的窗棂，还有踩上去就有清脆回
声的石板，处处都荡漾着历史的
厚实与沉淀。明末清初，这条街
上商铺林立，有茶厂、钱庄等商
铺 300 余家，素有“小汉口”之
称。2010年12月，羊楼洞被国
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授
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
古村落”，现存文物就有90余家。

发掘羊楼洞的历史价值，重
现羊楼洞昔日的辉煌，让古老的
羊楼洞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仅让
历史在现实闪光，更给当地居民
带来经济与民生的实惠。近年

来，赤壁市借羊楼洞文旅项目实
施之际，重点对羊楼洞明清古街
进行抢救性修复。对破损的路
面、残破的建筑进行复原性修整，
做到修旧如旧，保持历史的原貌。

在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
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
业大会召开前夕，修葺得古香古
色的羊楼洞明清古街正式向游
人揭开神秘面纱。当街口的红
绸缓缓拉开，迫不及待的人们争
先恐后向着石板街涌去，急于一
睹古镇的新变化。

而羊楼洞的居民，早已经做
好了迎接宾客的准备。街道两
旁，茶楼、书店、咖啡厅、古玩店
……丰富而实惠。

“现在，羊楼洞正在一日一
个变化地发展着，全国各地来羊
楼洞的游客也一日比一日多。”
在古街荣飞手工雕塑店，年轻的
美女老板阿云满脸都是笑容：

“我本来还打算去外地开店的，
看到家乡的变化，我决定哪儿也
不去，就在羊楼洞了。”

让古街在现实中闪光
羊楼洞明清石板街开街迎宾

○ 通讯员 张升明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茶文化和赤壁茶史
○ 通讯员 吕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