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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桂飘香
“黄金周”

精彩省运 盛情黄石
——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见闻之一

——我市国庆长假消费品市场综述

特派记者 刘贤双

记者 许立菊

商 场 超 市 人 头 攒 动 ，大 众 餐 饮
红红火火，大街小巷人流如织……
今年国庆长假，恰逢晴好天气，人们
纷纷走出家门，喜度节日“黄金周”。
“黄金周”期间，我市消费品市
场运行平稳，安全有序。据商务部门
对富迪、银泰仙商、武商、中百、好邻
居、飞达、乘风、九珠、绿生、天怡、花
源、天诚、农家小院、楚苑楼、仙桃宴、
乡村情、吴刚、沔阳会馆等 18 家大型
商贸零售企业和餐饮企业以及江汉
农产品大市场、市沔阳三蒸协会等重
点市场和行业协会监测，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趋稳，市场消费
总体保持小幅增长。1 至 7 日，市商
务 局 监 测 的 18 家 实 体 店 实 现 销 售
14402.4 万元，
同比增长 4.4%。

蛋、水产、盐、糖、奶等生活必需品供
应。九珠、绿生等两家生猪屠宰企
业为有效防控非洲猪瘟，保障市场
肉品安全，近期已停止外省生猪调
入，每天从周边地区调运生猪 200 多
头投放市场，保证节日市场猪肉安
全可靠，供应充足。江汉农产品大
市场积极组织商户储备粮食、蔬菜、
水产、水果等生活必需品。
据统计，黄金周期间，粮油市场
储货量达到 2000 吨，蔬菜、水果、水产
品等鲜活农产品每天的供应量分别
达到 400 吨、320 吨、900 吨左右。同
时，绿生、江汉农产品大市场冷链仓
储区的面食、毛豆、鱼、猪肉、牛肉、羊
肉、糖、鸡蛋、藕带、龙虾等冻制品的
储货量达到 9000 吨。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10 月 2 日，记者在江汉农产品大
市场看到，各大区域车来车往，人声
鼎沸，
一派热闹景象。
为了保障全市国庆节期间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节前，市商务局指
导全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积极组织
货 源 ，切 实 保 障 粮 、油 、肉 、菜 、禽 、

市场物价总体趋稳
由于货源充足，生活必需品物价
总体稳定，除外地采购的蔬菜、水果
受物流及人力成本影响上涨外，其它
食品价格基本维持节前水平。其中，
粮油库存充裕，市场购销两旺，价格
小幅波动。蔬菜市场需求量大，价格
有所上升。

据江汉农产品大市场监测的 30
个 蔬 菜 品 种 平 均 价 格 为 6.94 元/公
斤，同比增长 37.43%。猪肉批发价格
在 20 元/公斤左右，比去年同期上涨
11.1%。水产品除螃蟹外，大部分水
产品价格比较平稳。监测的 17 个水
产品均价为 19.78 元/公斤，同比涨幅
为 3.88%。水果类价格波动不大，从
监测的 12 个水果品种均价来看，今年
的 均 价 为 6.67 元/公 斤 ，同 比 增 长
9.88%。
实体商超小幅增长
各实体店面对电商冲击，纷纷开
展促销活动，营造节日市场氛围，总
体保持小幅增长。富迪公司推出的
感恩回馈有买有送、国庆微信推广及
秒杀、餐饮红包欢乐送；武商仙桃购
物广场开展的“国庆七天乐，吃喝玩
乐够，层层好礼天天送”等促销活动
不断刺激市民消费，挖掘市场消费潜
能。
据统计，监测的 9 家重点商贸企
业共实现商品销售 13937.97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4.7%。其中，富迪、银
泰仙商、武商、中百、好邻居等 5 家大

型实体商超实现销售 13024 万元，同
比增长 4.9%。
大众餐饮依然红火
天怡、花源、天诚、农家小院、楚
苑楼、仙桃宴、乡村情、吴刚、沔阳会
馆等 9 家餐饮企业共预订酒席 4575
桌，实现营业收入 464.43 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5.6%。其中，农家小院、
楚苑楼、仙桃宴、乡村情、吴刚、沔阳
会馆预定酒席 2740 桌，
实现营业收入
203.81 万元，同比下降 4.8%，生意依
然红火。
为保节日市场安全有序，市商务
局在节前召开了商务系统及重点商
贸、成品油企业负责人会议，传达省、
市安委会关于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精神；邀请市消防大队专业
人士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安排部
署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对武
商、仙商、新天地沃尔玛等人员密集
场所以及城区部分加油站进行了安
全隐患排查。同时，严格执行 24 小时
值班制度，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做到
责任上肩，措施上手，工作上心，确保
国庆期间市场安全有序。

豆虫变成
“宝”

“绿植伴我养身体”

——夏逗种植专业合作社见闻

——贫困户饶彩霞的全新生活

记者 樊碧波
9 月 29 日中午，郑场镇卢庙村 4
组，夏逗种植专业合作社豆虫基地，
一片白纱网如云似雾，三面包裹着一
片绿油油的黄豆田。凑近细看，豆苗
已经挂荚，绿叶葱茏，但叶子上却留
着大大小小的窟窿。
“豆虫吃的。”夏逗合作社负责人
余少雄解释说。豆虫，是一种以吃豆
叶、喝甘露为生的害虫，在农村十分
常见，因蚕食豆叶、导致减产而为人
们所痛恶。但在这里，97 亩的豆苗都
是豆虫的口粮。
口粮也有讲究，为了满足豆虫的
生长期，基地的黄豆生长期达 140 天，
中途不能打药施肥。
“ 投虫前要做好
准备，确保叶面密度能盖住地面，不

然不够虫吃。”而且，为了保障豆虫存
活，基地投入十几万元完善基础设
施，为豆虫装上了三面环绕的“防护
罩”
，
防止鸟、
虫等豆虫天敌的袭击。
从人人喊打的害虫变为备受呵
护的虫宝，转变始于余少雄一次偶然
的发现。
“ 卢庙马王这一带村民就有
捉豆虫卖的习惯，有的人一晚上就可
赚 1000 到 2000 元。”于是，余少雄一
路追根溯源，才知道这些豆虫在连云
港已成产业，
“ 连云港灌云县那边的
市场成熟，一亩豆虫平均收益 6000
元。
”
7 月中旬下种，现在这片豆田迎
来了它的丰收时刻。当天凌晨 4 时，
这些绿色、圆滚的豆虫，被采摘工们

一一放入铺着锯末的箱子后，在夜色
中搭乘去往连云港的冷藏车，为一千
公里外的人们送去郑场的味道。每
天，这里运往连云港的豆虫都有 1000
多斤，最多的时候能达到 2000 斤。这
样的状态还将持续一周。
“我们这边是反季节种养，与野
生豆虫错开，一年可以养上下两季，
价格比野生豆虫高一些，一般每斤 60
至 70 元。”余少雄说，现在基地里喂养
的是第二季。
“第一年是实习，保了个本。”对
余少雄来说，第一年贵在积累经验，
“我们的成活率只有 40%，与连云港
那边差距大，今年留些豆虫移到大棚
做苗种，
明年再来。
”

10 月 8 日晚，湖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黄石市开幕。这是时隔 32 年
后，
省运会再次相约黄石。
32 年前的 1986 年 7 月，省运会（第七届）第一次离开武汉，在地级市
举办。黄石市上下为之振奋。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 77 个大项、1307 个小项赛事，其中青少年类 22 个
大项、
569 个小项，
群众体育类 8 个组别 55 个大项、
738 个小项。
7 日，我市体育代表团抵达黄石，感受这座崇尚运动、热爱体育的活
力新城。
在高速出口，
“绿色”志愿者、对接单位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多时，一路
“护送”
到运动员村、
代表团住宿酒店，
直至办理完对接手续。
进入城区，
“ 新时代 新省运 新黄石”省运会主题口号布满大街小
巷。道路两边，
国旗招展、
鲜花锦簇，
一派热闹景象。
在运动员村、代表团住宿酒店大堂，设有志愿者接待处，帮助处理各
类赛事问题。房间内备有政务嘉宾接待指南，赛事日程、出行保障、咨询
电话，
一目了然。
全省各地将有 1100 名运动员、教练员入住运动员村。运动员村内提
供热水、空调、网络，一日三餐都以自助餐形式供餐，菜肴荤素搭配均衡。
黄石组委会竭尽所能为各市州代表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作为东道主，黄石将在开闭幕式期间承办 62 个大项，其中青少年类
20 项、
群众体育类 42 项，
涉及 37 个比赛场馆，
分布在 6 个赛区。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黄石国乒基地比赛场馆，被誉为“世界冠军的
摇篮”
“中国乒乓球队之家”，先后为国家和省培养和输送了程菲、李珊珊
等优秀运动员。
在过去的 4 个月，省运会精彩赛事在黄石 6 个赛区上演。目前，仙桃
健儿已经夺得 13 块金牌，其中，10 岁小将冯君桦一人就夺得 4 块女子跳
水金牌。
据悉，从 8 日开幕式举行后，青少年体操、游泳、田径等比赛项目都将
陆续上演，我市 46 名运动员将向体操、田径项目发起冲击，展开激烈角
逐。

记者 张钰
但对当地的贫困户来说，这里意
味着增收的希望。
“晚上捉虫，从晚上
10 时到凌晨 2 时，4 个小时可以赚个
80 元钱。”该村负责人介绍说。基地
以每亩 800 元的价格流转土地，增加
村集体收入。基地成立后，从挖沟、
铺网到种豆、除草，再到现在的捉虫，
他们都优先招工贫困户，让该村的 8
家贫困户受益不少。
“ 来这里打工的
贫困户，
每家都能增收 7000 多元。
”

10 月 8 日，郑场镇络绎村 10 组一栋新房前，饶彩霞正伺弄着花草。
“这个是绿萝、那个是吊兰，好几位乡亲听说绿色植物对我的病恢复有好
处，
特意送过来陪我养病。
”见记者前来，
饶彩霞兴致勃勃地介绍。
走进新屋，只见家具摆放有序，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净整洁。饶彩霞
说，搬进新家后，亲朋好友都来道喜，这家送洗衣机，那家送电冰箱，乡里
乡亲送些花卉盆栽，
贴心实用的贺礼既减轻了她的生活压力，也为新屋添
了“生机”
和“温情”
。
可在几年前，
饶家还是另一番黯淡光景。十几年前，
饶彩霞的丈夫因
病去世，
她用柔弱的双肩撑起家庭的重担，
生活一直过得很是艰辛。
坐在敞亮的堂屋里，一阵穿堂风吹过，将饶彩霞的思绪带回到了从
前。
“当时，娃儿爸看病住院欠了一身债，为了还债，12 岁的女儿不得已辍
学外出打工，我把 2 岁的儿子托付给公婆，到深圳、东莞等地的服装厂、印
刷厂打工，
勉勉强强攒点积蓄。
”然而，
祸不单行，
不久后，饶彩霞又患上了
“布加综合征”
，
不能干重活，
且常年依赖药物治疗，
日子过得更紧巴了。
回村后，
家里的老房子年久失修，
摇摇欲坠，
碰上雨天，屋漏偏逢连夜
雨自然是免不了。
“自己的屋住不了，
就去娘家那边住，娘家的房子也比较
老，
下雨也住不了人，
只能再去亲戚家住几天。
”回想起以前“打游击”的日
子，
饶彩霞仍心有余悸。
“还好国家政策照顾到我们，村里审核公示了我们家是贫困户，看病
报销、危房改造、申请低保、入股村里的光伏发电项目……该享受的政策
我都享受到了。
”
饶彩霞眉头舒展，
“现在我住进了新房，女儿出嫁了，儿子
也外出学手艺，
日子是越来越好。
”
说着，
饶彩霞起身带记者参观了她的新房。房前屋后，
一簇簇花朵随
风摇曳，
园子里种上了橘树、
桃树、
枇杷树、
柚子树、
石榴树等果树，饶彩霞
说，待到挂果时，她要送给帮
助过她的干部、亲朋、乡邻，
他们的恩情将一直记在心
中。

义诊到社区
10 月 8 日是第 21 个“全国
高血压防治日”。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以
“知晓您的血压”
为
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全市 15
个镇卫生院和 6 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设点，向市民宣传高血
压的危险因素和早期症状，并
免费为来往的市民测量血压。
图为活动现场。
摄影 记者 陈亚东

深情守望，
为党旗更红
记者 胡平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
来我们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可是，
随着时光流逝，英烈们的鲜活面容正
在人们记忆中淡去，他们的丰功伟绩
渐渐定格成历史……在仙桃，有那么
一群人，始终守护在英雄身边，搜集
资料文献，记录英雄故事，宣讲英雄
事迹。
他们用执着与纯粹，守护先烈，
只为红色基因传承，
为党旗更红。
唐敦新：
四十年守望情切切
69 岁的老党员唐敦新，是革命烈
士胡幼松的同村人。小时候，他经常
听父辈们讲胡幼松的故事。
唐敦新的父亲只比胡幼松烈士
小 8 岁，当年一口一声喊着“幼松哥”，
跟着胡幼松闹过革命，因此他的讲述
格外生动感人。唐敦新的英雄情结，
就是这样萌芽并扎根的。
20 岁时，唐敦新开始搜集整理胡
幼松烈士的资料。48 年间，他的足迹
遍布仙桃、潜江、监利等地。经过努
力，胡幼松的生卒年月、人生经历、牺
牲细节等全都梳理得一清二楚，部分
遗物如胡幼松曾使用过的手枪、大刀
等，
也都全部收集归类。
1978 年，胡幼松烈士纪念馆在陈

场镇幼松村二组建成开放。唐敦新
将自己多年搜集珍藏的各种文物资
料无偿捐出，并当起义务讲解员。这
一讲，
就是 41 年。
最近十来年，胡幼松烈士纪念馆
渐渐老旧破损，从陈场镇文化站站长
位置上退下来的唐敦新，每年都要自
掏腰包数千元，补屋瓦、修破墙。他
还联合几位乡贤，四处“化缘”筹来 10
万元，
将纪念馆大修了一次。
2007 年，他与人历时近 5 年合写
完成的《胡幼松传奇》，终于印刷出
版。其中的精彩片断，被他浓缩成
《红色壮士》等新闻稿，发表在人民日
报、
新华社等媒体上。
痴情守护如杜鹃啼血。今年 6
月，胡幼松烈士纪念馆重建事宜被提
到市委、市政府议事日程。眼看新馆
即将开工，唐敦新不胜欣慰：
“红色基
因就要这样代代相传，要让英雄永远
活在后人心中！
”
冯常年：
不畏艰难献余热
冯常年今年 74 岁，中共党员，曾
任西流河镇政府工会主席、关工委主
任。在职时，他就是出了名的热心
人，
“一颗红心向着党”。2001 年退休
后，更是全身心当起“红色文化的守

望者”
。
他愉快接受“不拿一分钱报酬”
的镇老促会副主任、关工委副主任、
扶贫办副主任和修志办主任等“官
衔”，跑遍全镇革命老区，历时 10 多年
参与编纂完成《西流河区志》
《西流河
镇志》
《西流河老区扶贫开发规划》等
地方文献。
2008 年，西流河镇开始筹建胡家
台抗日纪念馆和李之龙纪念馆。接
到任务后，冯常年立即以年轻人般的
干劲投入工作中。到战斗发生地苟
美湖村反复踏访，陪同各地干部群
众、媒体记者，查史实、寻遗物、写故
事，两年后，胡家台抗日纪念馆如期
建成开放。他又不辞劳苦地下广州、
到湖南、去安徽，多方收集考证李之
龙生平事迹。
“建纪念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却千难万难。”冯常年说，要将传闻印
证成历史并向世人公开展示，需要搜
集大量文图证据，否则再真实的历史
也缺乏支撑。
为此，他们跑了无数的冤枉路，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 结果
总算是好的，目前这两座纪念馆，都
成了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
待参观者一万多人次。
”

王桂红：
播洒不竭正能量
提到王桂红，人们的第一印象，
是爽朗、
刚健、
工作投入。
当年，她在西流河镇任镇党委宣
传委员。为完成胡家台抗日纪念馆、
李之龙纪念馆等红色场馆筹建任务，
她成了不折不扣的
“拼命三郎”
。
这里有个故事。李之龙纪念馆
快建起时，人们才发现，
“ 镇馆之宝”
中山舰模型还没有着落。听说武汉
有一位民间艺人，手头正好有一艘纯
手工做成的中山舰模型，王桂红立即
赶到武汉，
辗转找到这位高人求购。
可是模型是别人预订的，不卖。
王桂红看这艘尚未完工的 1：50 比例
的模型太精致太完美，实在舍不得，
干脆“赖”着不走。多次上门真诚相
求，对方终于被打动，将模型低价转
让。
在筹拍《红色热土 血铸丰碑》等
文献纪录片、组织大型英烈公祭活
动、组建女子龙灯队等分内分外工作
中，她都展示了不俗的能力，播洒着
不竭的红色正能量。
如 今 ，西 流 河 镇 成 为 全 市 红 色
旅游试点示范镇，
“王桂红等一批
‘元老’功不可没。”西流河镇主要负
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 许立菊） 他，拾到钱包不动心；她，万元现金还失
主。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龙华山办事处纱帽村涌现出接二连三的好人好
事，
一时间在十里八乡传为美谈。
10 月 5 日下午，村民汤国军随秸秆禁烧专班巡逻时，行至沔州大道，
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棕色的钱包，他立即下车捡起来，拿在手上沉甸甸
的。汤国军将此事向政法村长汇报，并一同交到辖区派出所值班民警。
民警打开一看，里面有近千元的现金，还有银行卡、借条等重要物品。根
据钱包内的线索，
民警联系到失主谢先生，
终于物归原主。
无独有偶。前不久，
六组村民王玉芬下午回家途中，
发现天桥下躺着
一个灰色的帆布包。王玉芬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身份证、银行卡、存
折、金戒指、金项链等若干贵重物品，存折余额显示共 5 万多元。包内还
有一个小钱包，厚厚的一大摞现金，共有 1.3 万元。根据身份证上的名字，
王玉芬辗转联系失主李女士。
面对失主的千恩万谢，王玉芬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别放在心上。
如果不是我捡到，
换成纱帽村的任何一名村民，
都会毫不犹豫还给失主。”
王玉芬的一番话生动道出了纱帽村良好淳朴的民风。纱帽村党支部
书记郑建设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广大村
民崇尚向上向善、孝老爱亲、
拾金不昧的优良品质蔚然成
风。2015 年，还涌现出见义勇
为先进群体，
受到全市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