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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公路项目建设

昼夜不停保障出行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余庆报道：
“为确保如期完成工
程，我们安排摊铺人员两班近 20 人，采取白昼两班倒工作
制，天气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信心在元月 15 日完成全线沥
青摊铺。”1 月 14 日下午，在赤壁市北山路施工现场看到，一
台沥青摊铺机正在缓缓地往路面上铺设沥青，两台双钢轮
压路机和胶轮压路机在刚铺设沥青的道路上来回穿梭，对
摊铺的沥青混凝土进行定型压实，
保证路面平整度。
北山路是 2018—2019 年赤壁市十大重点项目之一，
是关乎百姓民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道路交通工程，为双向
四车道。自 2018 年 5 月开工以来，前期土方开挖、道路基
础处理、水泥稳定层摊铺等工程进展顺利，目前，正在进行
道路沥青摊铺。为了确保此项工程早日完工，施工人员抢
抓晴好天气加紧施工，平均每天摊铺沥青 1.3 公里。沥青摊
铺工作完成后，将进入路牙预埋和人行道板铺设及道路两
边绿化等工作。

日历一天一天，从厚厚
的一本，到薄薄的几页。中
国人传统佳节——春节，随
着日历的缩减，正踏着欢快
的脚步，向着我们走来。
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
里，赤壁人民早早就准备好
了佳节的庆典。无论是城
市中心，还是村头巷尾，火
红的春联贴起来，迎新的歌
舞闹起来，浓浓的年味儿也
洋溢起来。

赤壁垃圾治理

分类投放美化环境
王莹

赤壁市少儿春晚

奋斗新时代

摄

喜迎中国年

——赤壁开展文化下乡送温暖活动
○ 赤壁市融媒体中心

文化闹春，挥洒浓浓年味
笔走龙蛇歌盛世，
翰墨飘香书豪情。
1 月 14 日，在赤壁市营里社区，一支由赤壁市文
联组织的文艺小分队，用喜庆的歌舞，火红的春联，
一下子将浓浓的年味，带到社区居民身边，用文化的
魅力，搅热新春的气氛。而在蒲圻办事处苦竹桥社
区，文艺志愿者不仅为人民群众送去了赏心悦目的
歌舞节目，并为老百姓免费书写春联近千副，民间文
艺工作者们更是为群众送去了精美的民间剪纸艺术
作品。
2019 年，赤壁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全
市经济社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经济水平、社
会民生等得到有效提升。为展现一年来赤壁经济社
会发展的丰硕成果，赤壁市组织书法、曲艺、影视、民
间艺术等各方面艺术工作者，组成文艺志愿小分队，
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文艺志

愿者们将赤壁一年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赤
壁故事，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极具赤壁地域特色
的艺术形式，呈现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不仅让人民群
众了解赤壁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更用文艺的力量，
让人民群众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幸福感，
获得感。
过新年，最快乐的是孩子们。他们也准备了自己
的节目，在又长大一岁的喜悦里，赤壁市少儿才艺大
赛启动仪式暨第二届少儿春晚拉开序幕，200 多位小
朋友通过合唱、拉丁舞、小品、跆拳道，丰富的节目形
式让现场的“大朋友”大饱眼福，舞蹈《丽人行》、朗诵
《中国龙中国娃》，结合中国元素的节目让少儿春晚变
得年味十足，萌娃与老师们自编自导配合出演，展现
了赤壁市少儿多才多艺的精神面貌，揭开新的一年，
朝气蓬勃的新征程。

赤壁农民工

放假领钱回家过年

赤壁志愿者看望福利院老人

邓琼仙

摄

温暖同行，共迎火火新春
“30 斤腊猪肉、20 斤腊鱼、10 斤香肠，生活越来越
标配。
好，我们家今年准备的腊味可比往年多！”赤马港办事
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赤壁市同样也不会忘记，
处月山村 11 组王晓灿笑呵呵的，熏肉房内，半干的柴
目前生活尚有困难的人群。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
火燃起袅袅炊烟，火塘上正在熏制的各类腊味，看着
际，赤壁市各级单位温暖同行，入户走访贫困家庭，为
就馋人。
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确保新春同乐。赤壁市红十字
腊味，对于赤壁人来说，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被
会领头，组织一批志愿者，走访慰问了 150 户特困户，
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一种传承于骨子里的
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生活、身体状况和存在的实际困
乡愁。1 月 14 日，年关将近，赤壁市民们延续制作腊
难。并为他们送上价值 33800 元的米、油、生活必需等
味的传统习俗，熏制腊肉、腊肠、腊鱼等腊味纷纷登 “家庭包”
和
“爱心包”
，
确保都过一个温暖的吉祥年。
场，喜迎火火新春。
市民政局、市妇联与市旗袍文化协会级志愿者
在蒲圻办事处和尚岭社区居民龚梅家里，各类腊
们，到中伙铺镇福利院开展“爱润夕阳·情泽希望”巾
味已经熏好，挂得三楼走廊满满当当。
帼爱心志愿活动，为该镇福利院老人送去政府和社会
“我儿子从小最喜欢吃我熏制的腊鱼，今年家里
温暖。
就多准备一些，一共熏了 30 多斤腊鱼，其中有 10 斤是
爱心志愿者为老人送去米面粮油、营养品、水果
要给他的。”据龚梅说，她儿子多年外出打工，每次过
等慰问品，陪他们唠家常，询问他们在院生活及身体
年回赤壁，都要带很多腊味去深圳，留着慢慢吃。
情况，为老人理发、表演舞蹈节目、包饺子、给院里贴
这不仅是外出务工游子对赤壁腊味美食的喜爱，
上火红的对联、
“福”字，营造喜庆的节日气氛，让每一
更体现了他们对家乡味道的留恋。
位老人感受到家人陪伴般的温暖，同时也让整个福利
大蒜叶炒腊肉、清蒸腊鱼，这两道菜，年年都会出
院充满暖冬情意。
现在赤壁每一家人的年夜饭上。与家人们的团聚，烟
爱心同行，温暖永在。赤壁，正汇聚点滴温暖，让
火味和饭桌上的腊肉腊鱼，是千百年来，团圆时刻的
每个人都绽放出新的笑容。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刘丹报道：
“单独存放是有害，
红色对号别瞎摆。回收你就拿去卖，不卖蓝桶等你来。排
除以上归其他，培养习惯才畅快。”在赤壁市财苑小区，廖阿
姨每天提着从家里分装好的垃圾袋，一边唱着垃圾分类歌
来到七个生活垃圾四分桶前，一边对垃圾分门别类投放。
“您已进入垃圾分类区，请勿乱扔垃圾哦。”在赤壁天骄
华庭购物广场，醒目位置张贴的宣传画，也特别显眼。超市
不仅设置了分类垃圾桶，还安排专职人员对垃圾分类后再
集中投放到垃圾桶。
2019 年 7 月 11 日，赤壁市农村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赤
壁镇东柳村启动实施。8 月 6 日，按照市委、市政府及市城
管执法局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要求，在乡镇沿赤壁市境内
107 国道至赵李桥镇沿线，及城区至赤壁镇旅游公路沿线
共计 11 个乡镇的 25 个村（社区、镇街道）推进垃圾分类和
去桶化工作。同时，在城区 22 家公共机构、2 个社区、3 所
学校、1 个菜市场、1 个大型商超推行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孙覃胤报道：
“ 我项目部保证不
拖欠农民工工资，
一定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前将农民工工资
足额直接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
日前，
在赤壁高新区承担建设
任务的 13 家施工单位，
郑重签下《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
春节临近，为确保农民工辛苦一年能顺利领薪回家过
年，赤壁市人社局、住建局、赤壁高新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召
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题工作会议，中建三局、湖北宁
通、启横电力等 13 家企业代表依次签署《农民工工资支付
承诺书》。
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民生工作，为确保
农民工工资作为节前资金调度之首，赤壁市强化责任意识，
全面落实农民工实名制、工资专户制、银行代发制“三项制
度”，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建
设“平安赤壁、法治赤壁”，促进赤壁市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车埠平安协会

深夜搜救显担当
赤壁市文联送温暖

毕道海

文艺志愿者在营里社区表演

刘克强

摄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小军报道：
“找到了，快叫车。”
一声喊叫，让冒雨搜救人员的每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平稳。
大家都向着喊声处跑过去，只见到一处 5 米深的田埂下，失
踪 10 个小时的沈某柏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搜救人员赶紧
跳下去，一边搀扶老人，并脱下衣服给老人保暖，一边紧急
联系救护车辆。
事情发生在 1 月 15 日下午 4 点，车埠派出所接到车埠
福利院报警求助：上午 9 时，福利院一名 62 岁的孤寡老人
沈某柏，独自离开福利院后至今未归，去向不明，且老人患
有失智症。接报后，车埠派出所立即调集派出所民警与平
安协会全体人员，冒着大雨，向沈某柏可能出现的区域进行
地毯式搜索。经过近 4 个小时的努力，当晚 19 时许在小罗
湖一处五米深的田埂下找到了处于半昏迷的沈某柏。
目前，
沈某柏经过医院治疗后已被安全送回车埠福利院。

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赤壁市中医医院

看望楷模张向温

赤壁书法家送春联
赤壁市民熏制腊味

王丽燕 摄

王莹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1 月 12 日，市中医医院领
导班子一行带着鲜花和慰问金来到外科住院部，看望“荆楚
楷模”
张向温。
因患脉管炎来赤壁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的年过八旬的张
向温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赤壁市碳素厂的一名退
休职工，几十年来捐出的爱心款累计十几万元。他的善举
让全市人民深受感动。
市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得知张向温老人来院治疗后，
会同外科专家来到病房，仔细查看了解老人病情，嘘寒问
暖，叮嘱医生护士要细心照料，鼓励老人树立信心，积极配
合医生安心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
市中医医院激励全体医护人员要切实落实党和国家的
优抚政策，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
一位退役军人的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