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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龙维报道：“万一
火情到身边，沉着冷静莫慌乱，捂住鼻
口防浓烟，外窜……”5月12日上午，
赤壁市锁石岭社区场地，一场寓教于
乐的“三句半”表演深深吸引着社区居
民群众。

2021年5月12日是第13个全国
防灾减灾日，5月8日至14日为防灾
减灾宣传周。围绕“防范化解灾害风
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主题，赤壁市
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市
住建局燃气办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进
社区活动，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意识。

活动现场，消防指导员就用火用
电的使用注意事项、灭火器材的使用
进行讲述和演示；现场和应急队员及
群众互动交流，进行了灭火器材操作
训练；工作人员为居民群众发放了
《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自然灾害防
灾知识》等知识手册800余册；随后，
社区演出队员还表演了安全知识“三
句半”节目，表演了“十送红军”节目，

生动又多样化的教育形式让现场群
众耳目一新，感受颇深，让防灾减灾
常识和安全知识入脑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李高峰、钟雄兵
报道：5月12日，由崇阳县减灾委办公
室、崇阳县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该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水利局、县教育
局、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
农村局和县卫健局等18家减灾委成
员单位在金泰广场开展了“5.12全国
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紧扣“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
牢安全发展基础”这一主题，通过广场
电子宣传屏滚动宣传、设立宣传展板、
发放宣传资料、咨询答疑等多种方式，
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介绍各类灾害事故防范应急基本技能
以及应对灾害自救互救的应急常识
等。本次宣传活动该县应急管理局共
发放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宣传资料3千
余份，赠送“安全生产、人人有责”购物
袋、围兜等宣传品2千余份，现场接受

群众咨询近千余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李珊珊、徐延丰

报道：5月12日，通山县应急管理局
在县政府广场举行“防范化解灾害风
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为主题的“5·
12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县消防救援大队为参观
市民演示了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县
应急管理局、水利和湖泊局、农业农村
局、文旅局、林业局等相关单位设置了
防灾减灾的宣传展板及咨询台，结合自
身部门业务工作，向活动现场的市民朋
友进行防灾减灾方面知识的宣传和答
疑，并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册。

“刚才消防大队的队长也给我们演
示了灭火器是怎样使用的，在以后的生
活中如果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也知道怎
么使用灭火器。”市民窦小姐说。

咸宁应急

赤壁崇阳通山

防灾宣传进社区 减灾意识入人心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面

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成党员干部锐
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5月10
日，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深入路口镇金沙坪村
田园综合体项目工地，开展“走进一
线解难题 党建引领促发展”的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党建业务双轮驱动，
让党旗在施工一线高高飘扬。

活动中，全体人员深入项目建
设现场，就项目进展情况开展实地
勘察,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存在的问题进行沟通协调。随
后，该党支部全体党员同参建单位
以及村两委工作人员来到项目办公
室召开座谈会，开展联合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党员们集中学习了党史
教育、政治理论等内容。会上，该党
支部书记要求，各党员要对项目质
量、生态保护、耕地“非粮化”“非农
化”提前实施进行指导监管。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活动的开
展，该局在党建和项目实施深度融
合方面找准了着力点与落脚点，实
现了思想与行动相融合、支部工作
与业务相融合，激发了各位党员的

服务意识，强化了党员们履职尽责
的坚定信心，还增强了大家向年度
目标任务共同奋进的决心。大家纷
纷表示，要通过此次活动加深对自
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理解，提升综
合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
干精神，为打造全国“两山理念”实
践创新样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县贡献力量。 （龚路）

加快城投改革转型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崇阳城投 主办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展“走进一线解难题党建引领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

泉都大道大修工程因去年冬今
年春天气等因素暂缓施工，为加快泉
都大道孙田村至江家湾路面大修工
程施工进度，将对泉都大道施工路段
实行半幅封闭施工，现公告如下：

一、施工日期：2021年5月1日至

2021年6月30日。
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安

全、减速慢行，请行人、车辆严格按照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现场管理人

员及公安交警指挥。
因大修施工给过往车辆和行人

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包涵和理解。
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分局交警大队
咸安区公路管理局路政大队

2021年5月10日

公 告

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②
血火岁月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三·一八”惨案丛葬坑陈列室，为我们讲述了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

红色印记

2015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为了
教育后人、铭记历史，咸安区委、区政府
决定成立咸安区重点文物修缮项目指挥
部，把旁边的原大屋万村中小学两栋平
房拆除新建咸安“三·一八”惨案丛葬坑
陈列室（570 平方米）并陈列布展，现免费
对外开放。

展厅的主题是：血火岁月——“三一
八”惨案暨鄂南抗战史展览，共分：序厅，
日本侵华战争的步步升级；第一部分，日
军侵入鄂南与“三一八惨案”；第二部分，
鄂南抗日；尾厅，抗战纪念四个部分展
示。

在陈列室的墙上，那一帧帧图片，
无声诉说着日军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
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闯入；他们
手挥军刀、刺向手无寸铁的民众；他们
将肆虐的战火，引向乡邻们世代居住的

家园……
在陈列室里，还有沾满乡邻热血的

各色军刀，以及按照幸存者描述、部分复
原的惨案现场。

咸安“三·一八”惨案丛葬坑2008年
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现为咸安区党员干部红色教育基地。

澄水洞旅游区

在林木葱茏的群山中，藏着一处中
国上世纪遗留下来的军事机密设施——
澄水洞，由中央军委于1969年1月31日
签署命令建造，故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131”地下工程。
1981年移交地方管理后，中央、省、

市先后投入大量资金，配备了完善旅游
接待设施，现已开发为我市独具军事特
色的国家3A级景区。这里交通便利、环
境清幽、史迹凝重，慕名前来旅游参观者
络绎不绝。

马桥乡村记忆馆

马桥乡村记忆馆始建于2019年，是
以文化振兴为灵魂，深度挖掘马桥人文
历史，利用村庄荒弃旧宅基地打造的“乡
村记忆博物馆”，旨在展示当地村情民俗
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是全市首家乡村记
忆馆。记忆馆设有古桥古民居馆、非遗
馆、茶馆、历史名人馆、红色英烈馆、中医
养生馆，展示马桥的荆楚文化、三国文
化、徽派文化、红色文化和农耕文化。

周边景点

萝卜公社

高桥镇素有“萝卜小镇”之称，每逢
多雨季节畈上白茫茫一片，故名“白水
畈”。萝卜公社致力于打造中国最美的
学习型特色小镇，项目投资2.5亿元，占
地1500亩，由乡村综合体、田园花海区、
美丽村湾区三大板块组成，是一座集旅
游度假、研学实践、劳动教育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

红色故事

1939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公历5月7
日）上午，日军窜至咸安高桥镇，在大屋
万、九门万等山村进行残酷扫荡、疯狂屠
杀。当天，万姓8个庄门几乎遭遇灭门灾
难，112人同时被害，9个山清水秀的山
村瞬时化为废墟——这，就是惨绝人寰
的咸安三·一八惨案。

周边住宿

瑶族客栈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香城古街
预约电话：0715-8910111

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

地址：咸安区龙潭大道1号
预约电话：0715-8819888/8819999

古楼客栈

地址：咸安区金桂大道259号（黄鹤
楼森林美酒小镇内）

预约电话：0715-8190021

萝卜酒店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高桥萝卜公社
预约电话：0715-8785366

周边美食

萝卜公社大食堂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高桥萝卜公社
预约电话：0715-8785366

平安山庄

地址：咸安区甘鲁村九组
预约电话：0715-8225777

大柴房

地址：咸安区金桂路市博物馆旁
预约电话：0715-8016777 （本报综合）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杨在辉
报道：10日，记者从通城县文旅局获悉，由
通城县委县政府主办的2021第二届中国·
湖北黄袍山（通城）全国自行车户外公开挑
战赛，将于5月30日在通城县塘湖镇举行。

此次赛事以“红色黄袍山、薪火永相传”
为主题，由通城县文旅局、塘湖镇人民政府承
办。比赛项目及组别分为男子公路公开组个
人赛、女子公路公开组个人赛、男子山地公开
组山马赛、女子山地公开组山马赛，参赛选手

500人，赛事奖金达17.18万元。
近年来，黄袍山受到全国各地热衷于

自助游、自驾游等旅游爱好者的青睐。黄
袍山的户外运动也非常有特色，是露营、
穿越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黄袍山自行车

挑战赛的赛道沿线，拥有众多知名红色旅
游景点和人文古迹，沿途风光秀丽、美景如
画，公路两侧绿树成荫。2019年6月16
日，通城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湖北黄袍山
（通城）全国自行车户外公开挑战赛。

第二届黄袍山全国自行车户外挑战赛5月30日开赛

咸宁这些“打卡”点杜鹃花盛放

约你看花海

最美人间四月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争相怒放，一丛
丛一簇簇，将崇山峻岭映成红色，形成一幅幅气势恢宏的
画卷。咸宁生态环境优良，森林覆盖率高达52.53%。受
连日丰沛雨水的浸润，全市各地杜鹃花迎来盛放期。一
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杜鹃花“打卡”景点吧。

大幕山杜鹃花
推荐理由：大幕山海拔700多米，杜鹃枝头添绿，花

儿吐蕊，绵延1000多亩，每逢花期，漫山红遍，层林尽染，
灿如云霞，艳如骄阳，异常壮丽，置身其间，让人流连忘返。

赏花时间：4-5月
线路导航：通山县大幕山森林公园
周边景点：九宫山/隐水洞/龙隐山/富水湖
周边住宿：九宫山国际全景大酒店/九宫山凤祥楼/

想静静民宿/富水山居/雀寨精品民宿
周边美食：通山包砣/大畈麻饼/三干锅仔

九宫山杜鹃花
推荐理由：九宫山铜鼓包有1000亩杜鹃“云锦坡”，

为全省“春季赏花地图”重点推介地。这里的杜鹃花厚重
与丰腴，连绵数十里，滔滔不绝，漫山红遍，尽染天穹，火
红中透着一股冷艳，蔚为壮观。

赏花时间：4-5月
线路导航：咸宁市通山县九宫山镇
周边景点：隐水洞/龙隐山/石门村/雀寨
周边住宿：九宫山全景国际大酒店/龙隐山庄/富水

山居/通山雀寨精品民宿
周边美食：通山包砣/大畈麻饼/横石八大碗

金峰山杜鹃花
推荐理由：赤壁茶庵岭素有“人间四月天，金峰满杜

鹃”之说，到茶庵岭赏杜鹃花，体验金峰红色旅游文化，是
踏青赏花不可多得的好去处。

赏花时间：4-5月
线路导航：赤壁市茶庵岭镇金峰村
周边景点：三国赤壁古战场/陆水湖风景区/羊楼洞

古镇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
周边住宿：赤壁驿馆/俄罗斯艺术酒店/悦水山房/沧

湖荷舍/半亩塘艺术村
周边美食：赤壁青砖茶/赤壁三鲜/赤壁关刀鱼

黄龙山杜鹃花
推荐理由：黄龙山位于鄂湘赣三省交界处，登高健

身、赏杜鹃花、缅思抗日将士、畅享天然氧吧，最高处只角
楼海拔达1500多米。黄龙山脉的南坡，广泛分布着茂密
旺盛的杜鹃林带，绵延10多公里，这些杜鹃的株高在2
米左右，这里完全是杜鹃的世界，让人美不胜收。

赏花时间：4-5月
线路导航：通城县天岳黄龙山
周边景点：内冲瑶族村/瑶祖故里大观园善源谷/高

冲公社/九井峰万亩茶园
周边住宿：幕阜山居/药姑山生态农庄/瑶祖故里大

观园石屋民宿
周边美食：麦市干子/通城两头乌/紫苏酱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