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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呵，过年啰
小心，防火烛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老城区由于消防设施和管
理不够完善,成为城市的重点火险隐患。对此，赤壁市强力
推进老城区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给老城区加上一道“防
火墙”。
位于蒲圻办事处北街社区的“一条龙”老街房屋密集、
道路狭窄，乱搭乱建现象普遍。年近岁末，街道两旁的商户
占道经营更加严重，消防通道无法通行，给整条街上一万多
户业主带来安全隐患。
为保障“一条龙”区域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召开现场会，迅速成立专项整治指挥部，发布《关
于整治“一条龙”区域消防安全隐患的通告》，对“一条龙”区
域消防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完善消
火设施。
目前，市消防救援大队已对“一条龙”区域内四街一巷
进行了全线测量，对消防通道进行现场测试，对片区消火栓
数量逐个清点并进行压力测试，对占道经营摊位进行摸
排。下一步，市委、市政府将组织职能部门对不自行整改的
乱搭乱建、占道经营行为进行强制清理。
市消防救援大队提醒广大居民朋友：消防事关千万家，
平安和谐靠大家，消防安全良好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居民
的维系和守护。
（通讯员 徐聪聪）

新年纳馀庆，嘉节号
长春。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
里，腊八一过就是年。在
赤壁，过了腊八，年味儿就
在大街小巷浓厚起来。而
赤壁文艺工作者们，更是
在新年的节庆里闻风而
动，写春联的、剪窗花的、
画年画的，将赤壁文艺搬
至老百姓的家门口，不仅
展示了赤壁文艺创作的水
准，更是对赤壁文化事业
建设的一次整体考验。
王莹

赤壁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群众文化展演。

以文促旅

摄

整治：优环境
打扮：迎新春

和合共生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进入腊月，这首歌又在广大游
子们的心中唱响。同时，赤壁这座县级城市也仿佛一夜之
间，升级成
“北上广”，塞车塞得神龙见首不见尾。
为确保春节期间，
“畅、安、舒、美”的街道环境，交通秩
序，1 月 3 日，赵李桥镇联合住建局规建办、交警中队、派出
所、城建站和社区等 30 余人，开展街道综合整治行动，对乱
停乱靠、商家出店经营等不文明现象重点整治。
为了使综合整治行动在居民中形成氛围，在镇区人流、
车流密集区，对违停车辆进行拍照处罚。同时，社区志愿者
走家串户，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从自身做起，参与维护街道
秩序。
为缓解年关街道停车矛盾，赵李桥镇在做好综合整治
的同时也做好疏导工作，并通过开放小区和单位停车场，让
群众能就近停车，减少乱停乱靠行为，保障道路畅通，让大
家舒舒服服过新年。
（通讯员 周胜东 余庆）

—— 赤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张升明 黄妮妮

文旅融合助力全域旅游
“感谢第五届茶业大会的召开，确实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并且是持续的经济收益。”日前，在赤壁市羊楼
洞开农家乐的邱毕阶，对前来考察羊楼洞开发的考察
成员发自内心地说道。
去年 10 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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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羊楼洞古镇召开，
一时之间，将羊楼洞作为万里亚欧茶道源头之一的显
赫地位声名远播。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前来一睹茶道
源头，千年茶都的风采，给赤壁市旅游带来又一波热
潮。而这也是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合力，打造赤壁文化
地标旅游的一大成功范例。
赤壁市拥有 1800 多年的建县历史，不仅文化底蕴
深厚，更有三国古战场、葛仙山、蒲圻石城、万里茶道源
头羊楼洞、亚洲最大人工黏土大坝——三峡试验坝等既
具有文化底蕴，
有具有旅游潜力的景点。让这些景点成
为游客们的打卡地，从而提升赤壁市全域旅游水平，提
高赤壁知名度，
是赤壁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目标所在。在
这一目标的指引下，赤壁市各文艺家协会针对各个景

点，有针对性举办采风活动，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赤壁
旅游景点文化底蕴、现实风貌的文艺作品，并通过各种
媒体途径，
广为传播。市文联组织作协、朗协举办的《桃
夭.乡愁》朗诵活动、
摄协的《一泓山水醉江南》、
作协的《羊
楼洞的李凡诺夫》、
《故乡素书》等宣传赤壁本土旅游景点
的作品，
多次荣登学习强国平台等全国各级媒体，
在全国
各地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赤壁旅游业发展推波助澜。
在扩大赤壁景点的知名度、知晓度的同时，更以赤
壁特有的文化底蕴为亮点，打造独一无二的旅游产
品。如以文化旅游景区为依托，推出的三国赤壁古战
场、羊楼洞茶旅小镇、葛仙山樱花节等旅游线路，每年
接待全国各地游客近 50 万人次。
以创新的举措，整合“文化+”资源，把文化产业项
目招商触角延伸到茶文化产业、旅游文化产业等相关
联 产 业 ，给 赤 壁 市 全 域 旅 游 带 来 可 喜 的 发 展 前 景 。
2019 年,全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1243.96 万人次，门票
收入 16908.93 万元，实现旅游总收入 69.08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5.7%、15.4%、15.2%。

赤壁市举行“我和我的祖国”大型群众性合唱比
赛。
王莹 摄

文化惠民夯实文艺根基
近日，
赤壁市神山文化站内喜气腾腾，
精彩不断。说
快板的、
跳舞蹈的、
写春联的，
各类文艺团队纷纷在这里举
行迎新春文艺活动的排练。他们说：
“有了文化站，
给我们
提供排练的场地，
我们以后过年的节目就更多更精彩。
”
以前，神山镇综合文化站还只是在一家乡镇企业
的几间破厂房内，除了几间房子，几张桌子，什么都没
有。群众性文艺团队要办个什么节目，参加什么演出，
根本找不到排练的地方。只能四处打探，哪里有空地
就往哪里去，他们戏称自己为“流浪猫”艺术队。为彻
底解决文艺团队的流浪问题，全面提升群众文艺素质，
神山镇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按照国家标准化建设要
求，将原计生办闲置的一幢建筑面积约 360 平方米的
二层办公楼，整体转为神山镇综合文化站，办公室、免
费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棋牌娱乐室、培训及会议
室、文娱活动室等功能室均按标准化设置。同时，在文
化站门口建设一个占地约 300 平方米的镇区大舞台文
娱广场，
电灯与体育健身器材一应俱全。
近年来，赤壁市紧紧围绕“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舞

台、群众在哪里哪里就是剧场”
的核心目标，
加大力度对
基层群众性文化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截止去年 12
月底，
共完成 182 个行政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
程项目建设，
完成 14 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新建新店、
神山 2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完成赵李桥、
官塘、
赤壁、
柳山湖 4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标准化示范建设，
完成
蒲纺、赤壁、车埠、茶庵 4 个文化站提档升级；建设独山
村、百亩塘百姓大舞台 2 个。建成文体活动中心 14 个、
室外体育活动场地 40 个，
安装全民健身设施 40 套，
成功
申报湖北省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 3 处。
同时，为满足群众学习需求，赤壁市加大图书馆建
设力度，图书馆维达力分馆、羊楼洞古镇分馆和官塘驿
镇分馆，群艺馆华舟社区分管、夏龙铺社区分馆相继对
外免费开放。图书馆坚持每周开馆 48 小时，截止 10 月
底，共接待读者 13.2 万人次，图书流通约 8.6 万册，免费
办理读者借阅证 1500 个。
表演有舞台，健身有场地，交流有空间。赤壁市正
以切实有效的建设举措，
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

文艺小分队下乡。

刘克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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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D.0.W 勇士勋章年度全国总决赛和卓尔方块小镇
民俗风情文化节、
俄罗斯风情音乐节等旅游主题活动 20
余场次；
更新放映设备放映公益电影 1860 场（次）,受众
20 万人次，
极大地丰富城乡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在文艺下乡的同时，文艺志愿者们更是将文艺精
神、文明风尚送到了村头巷尾。文艺志愿者们不仅用
群众身边的典型事例编排节目，影响群众，更用实际行
动，引导群众。在车埠镇芙蓉村，文艺志愿者们每次去
送文艺表演，都会义务为村民们打扫卫生，美化村容村
貌。该村妇联主任王意华说：
“ 想到自己的村里卫生，
却是志愿者来打扫，心里总有些疙瘩。”于是，她开始了
自己的志愿行动，有空就在村里打扫卫生。市里志愿
者影响了王意华，而王意华的行动也影响了村民。如
今，该村志愿者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党员先锋志愿
队、科普宣传志愿队、治安联防志愿队、司法服务志愿
队、医疗服务志愿队、文化文艺志愿队、春暖关爱志愿
队及文明交通志愿队等 8 支志愿服务队，共 110 多人。
文艺，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让他们的
文明素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邮编：
437100

“干啥呢？修路？架桥？搞这么多墩儿在这里？”近日，
途经赤壁市蒲圻大道、富康路、河北大道（银轮大道以东）、
银轮大道、瑞通大道等路段的市民们，心里都有个大大的问
号。路边上一溜儿的建筑围挡，严重影响着交通、出行，究
竟是要干哈呢。
面对市民的疑问，赤壁市建工集团出来对市民说抱歉
了，虽然影响市民们的生活，但工程还是要推进，因为这是
一项关系到广大市民生活问题的民生大事：北干渠东片区
主次干道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随着赤壁城市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城市工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增，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赤
壁市中心城区（北干渠以东区域）污水管网问题尤为突出，
污水管网排水分流与合流制并存，雨污水管道混接、漏接严
重；污水最后排入自然水体或河流，严重污染水环境质量。
此次对现状合流井进行改造，确保晴天沿线污水能够顺利
排入污水处理厂，雨天能节流部分污水，消减进入水体的污
染负荷，
也为日后小区内部雨污分流改造奠定基础。
这次改造是赤壁市民生提升的一次“大手术”，涉及蒲
圻大道、富康路、河北大道（银轮大道以东）、银轮大道、瑞通
大道（九号路以东）沿线主次干道污水管网，新建污水管网
长度为 4494 米。工程计划工期为 180 天，工程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8 月，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为了将来的赤壁城区排污、排水能力，实现雨污分流，
告别积水历史，让我们一起多一点点耐心，一起期待赤壁华
丽蝶变！
（通讯员 赤建）

忽悠：钞票换酒
快查：揭穿套路

文艺下乡引导乡风文明
7 日下午，在车埠镇，该镇书法爱好者们走上街头，
铺开大红宣纸，挥毫泼墨，为群众书写春联，引来过往
行人驻足喝彩。
让文艺服务基层、服务大众，从而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群众的文艺素养，同时也体现文艺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是赤壁市文艺工作者们的初心所在。
2019 年，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赤壁市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
组建 13 支文艺轻骑兵队伍，
奔赴全市各乡镇、
村
组、社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文艺下乡活动，深得群众喜
爱。组织举办 2019 年春晚、新春文化惠民大展演、元宵
节灯谜会、重阳节等传统节庆活动 20 余场次；
举办建国
70 周年专题晚会、大型群众性合唱比赛、文化赤壁书画
展摄影展民俗展、广场舞展演系列国庆文化活动 50 余
场次；开展“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文艺展演、新农民文化艺术节丰收节和文化进景
区、文化进社区、文化下乡、送戏下乡等群众文化活动
180 余场次；举办三国赤壁古战场征集三国微剧拍摄剧
本、第四届三国花灯节、第四届龙虾啤酒节、首届赤壁电

大动作，干啥呢？
小忍耐，治污水！

刘克强

摄

赤壁市第四届群众广场舞展演举行。王莹

摄

送文艺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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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财了发财了。”1 月 4 日，望着蜂拥前来兑换白酒的
居民，当事人杨某和王某心中不由地一阵窃喜。但就在两
人大做发财美梦的时候，赤壁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从天
而降，
让两人美梦瞬间破碎。
原来，杨某和王某见有人从事“人民币换酒”生意，销售
情况火爆。二人心念一动，立即如法炮制，以 68 元/箱价格
购进安徽某酒业有限公司“洞藏原浆”20 件，以 36 元/箱购
进山东某酒业有限公司“赤霞珠 1989”红葡萄酒 10 件，并
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用一张编码尾号带 6 的 100 元面值
人民币，即可换购价值 768 元洞藏原浆酒一箱（6 瓶），有多
少张换多少箱。扫码转发信息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免费领
取价值 68 元红酒一瓶。”的消息，进行“人民币换酒”营销活
动。消息一经发布，瞬间不胫而走，大批的市民前往赤壁市
陆水湖办事处六米桥，欲占
“便宜”
。
正在杨某和王某生意火爆之际，赤壁市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得知消息，迅速前往调查。至此，二人因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虚假宣传原价的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发财不成蚀把米。
年关将至，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黑商套路
深，要擦亮眼睛。12315，
帮你辨分明。
（通讯员 汪鹏明 任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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