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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计生人口与计生
洪湖市卫计局主办洪湖市卫计局主办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特约记者赵福堂 通讯员王振

学 贺光荣）今年来，汊河镇全力夯实计生基
层基础工作，加大培训学习力度，抓实计生队
伍建设，健全计生服务管理网络体系，计生基
础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加强业务培训，夯实基础工作。该镇严把
计生队伍入口关，对38名村居计生专干进行优
胜劣汰，解聘了2名，将3名村干部调整到计生
岗位。在坚持月例会业务培训的同时，狠抓信
息化知识教育。投入资金8万元，对全镇村级
基层基础进行规范化建设，组织全镇计生专干
进行交叉检查，对检查结果进行阳光公示。

姊妹镇村结队，健全服务管理。该镇组织
村计生专干和部分村党支部书记一行56人赴
松滋市王家桥镇开展姊妹镇村结对活动，现场
观摩了王家桥镇砖桥村、联合村计生优质服务
工作，签订了姊妹村结对协议书。回来后，该
镇迅速召开了专题会议，学习王家桥镇的先进
经验，在红三、赛武、沙咀等10个村按照王家桥
模式，高标准完成了阵地建设和基础数据整
理。同时，邀请松滋市王家桥镇的计生专干来
该镇传经送宝，指导工作。

坚持利益导向，落实奖扶政策。今年，全
镇落实中考加分6人，高考加分4人，关爱女孩
助学行动资助1人，落实奖扶对象117人，特扶
对象5人，落实计生家庭保险292人。成立了由
党委书记挂帅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班，与市卫
计执法局、派出所联合执法，对全镇违法生育

对象逐户下达
违法通知书，
耐心宣讲政策
和征收办法，
征收工作效果
好。

本报讯（特约记者曾翔）近日，小港管理区采取措施，及
早做好秋冬季畜禽防疫工作，保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

明确责任。制定具体可行的秋冬季动物疫病防控实施
方案，实行“三级联动”工作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确
保防控工作圆满完成。

广泛宣传。利用会议、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广
泛宣传有关动物防疫知识，把防控知识、法律法规宣传到生
产小队、到户，使动物防疫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强化培训。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划片包干，加强对
基层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和养殖大户的技术培训和业务
指导，提高基层防疫员的理论水平、实际工作能力和养殖大
户科学养殖水平。

集中防控。安排防疫员对全区所有养殖户（场）进行细
致摸底，造表登记。同时，加强对规模养殖小区、养殖场、专
业养殖大户和养禽密集区域、疫情易发区的流行病原监测和
流行病学调查，实行一天一报制，及时掌握疫情动态。

天下村镇，多以姓氏、地理方位冠名。诸如
高家庄、马家河、西江嘴、十三沟，即使著名水乡
古镇昆山周庄、吴江同里、湖州南浔、嘉善西塘也
难脱俗套。

洪湖市有个风清景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叫
“锅底”镇——哎呀！这么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还
敢称“雅”，迷倒谁？

且慢！这个地方原来的确叫“锅底”镇，这个
水乡古镇位于洪湖市中部腹地，现属老湾回族乡
管辖。

流经洪湖市境内的内荆河发源于荆门市西
北部的石宝山罗汉坡，古名夏水。自西北向东
南，蜿蜒曲折于长江与汉水之间，从荆门、江陵、
潜江、监利至洪湖市境内，沿途汇集数以百计的
河流溪渠，并串连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大沙
湖，构成错综复杂的水道网，其中一支流经“锅底
湾”至新滩口入长江。

洪湖、大沙湖一带原为云梦泽地，地势低
洼。内荆河洋洋洒洒流到下游，加之诸水自由泛
滥，形成一处周高中低、形如锅底的地方，故俗称

“锅底湾”，清光绪甲午年（1894）《沔阳州志》上有
“锅底湾距州百二十里”的记载，虽说在明清一些
书籍上对其雅称为“歌帝湾”“科第湾”，但一直未
能正名，也未能沿用。

每逢盛夏，内荆河上有诸水汇至，下有江
水倒灌，水流湍急，翻腾周旋。锅底湾正处内
荆河下游曲回之地，鱼虾滞集于此，傍水而兴
的鱼市交易旺盛。有市场即形成集镇，18 世纪
初期，这里就“鱼贩云集，渔行林立，馆铺竞列，
作坊栉比”，好一派繁荣景象。并且，锅底湾镇
是洪湖一带往返汉口的船只必经中途港，有

“小汉口”之称。“日有千人拱手（摇桨），夜有万
盏明灯（夜宿）”描绘了古镇河上特有的景象。
它不同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孤
帆远影，而是演绎着群体劳作的生活交响；它
不同于“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商旅心境，而在诠
释着宾至如归的夜幕辉煌。清代，锅底湾就与
新堤、沙湖（今属仙桃市）、仙桃、脉旺嘴（今属
汉川市）同称为“沔阳州五大市镇”。清光绪

《沔阳州志》载：“清雍正七年（1729）巡检司署

（从新堤）移驻锅底湾”，可见，当时的锅底湾比
新堤还要繁荣兴旺。

因地灵而出人杰。辛亥革命中，洪湖地区许
多志士参加武昌首义，其中锅底湾多人参与其
中，如被称为“武昌首义第一炮”的蔡汉卿，曾担
任武昌军政府内务部长的杨时杰。

蔡汉卿（1881—1951），又名蔡金魁，字希圣，
是中国台湾著名歌手、台湾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
和台湾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人奖获得者蔡琴
之祖父。蔡汉卿“少时喜交游，时见国家积弱，外
侮累至。常泣然涕下对人说：欲救危亡，无如革
命，而造成革命事业，端赖军人。遂赴汉入新军
炮队任（同志）会中参谋。首义起事，蔡大呼集
合，首先拖炮出营，欲往蛇山未果，后率少数人就
楚望台布置阵地，与蛇山同时猛轰清督署。数日
后，黎元洪任其为稽查部部长、督战长，蔡拼力勇
为，堪称当之无愧。”蔡解甲归乡后，心中忧郁，一
日遇到卜卦先生，听信“菜（与蔡谐音）落锅底，兆
头不祥”的无稽之谈，一直闷闷不乐，琢磨更改镇
名若干，却苦于无法叫人接受，只好寄希望于杨
时杰先生回乡定论。

杨时杰（1881—1956），原名志铭，字舒武，珂
里杨家湾人。1903年春，因参与乡里械斗避往汉
口，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遂化名时杰，留学日
本，在东京弘文书院普通科肄业、中央大学法政
科毕业后，回国赴京应考，中法学举人。1906年
加入同盟会，1907年参与组织共进会，1910年返
鄂极力推动武昌起义。1912年1月，被公推为武
昌军政府内务部长，但不久便辞去职务，是一位
德高望众的先驱者。辞职后，杨时杰回乡小住。
锅底镇及其周边的乡绅听说杨先生回府，齐会聚
仙阁为杨先生接风。酒过三巡，蔡汉卿请求杨先
生为家乡更名。杨时杰本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

车之人，他稍加思索，即对众乡绅说：“古人常将
‘珂鸣铎振，里让邻谦’作为一家一户、一村一镇
的座右铭，告诫子孙只有谦让于邻里，才能显达
振兴。我们何不将其二句字头拈出，‘锅底’不就
变为‘珂里’了吗？”

蔡汉卿伸出大拇指，连声赞道：“好，好，好！
庚兄才思敏捷，小弟自愧弗如。”

众乡绅一起举杯祝酒，祝贺家乡有了雅名。
这个雅名能迷倒你吗？我们还是走进珂里

镇去看看吧：
珂里镇上，有一条长300余米，宽3米的花岗

岩石板铺成的街道，这条街道是1916年由当地耆
宿蔡树植发起集资并亲自督办修建，适逢今年恰
好整整100周年了。街道平坦古朴，两旁店铺鳞
次栉比，白天商贾云集，人声鼎沸；夜间戏台酒
肆，轻歌曼舞。这条石板街道为东西走向，朝迎
旭日，暮辞夕阳，多少文人墨客沉醉于此，并给取
了个十分雅致的名字“丹凤朝阳街”，寓兴旺发
达，光辉灿烂之意。

珂里之景，何止如斯。除古街外，这里的老
八景同样吸引眼球。让我们先看看老八景的名
称：九十九道湾、百步三拱桥、金线吊葫芦、五马
卧槽、鱼市灯火、后湖芳草、清宁禅寺、架上金盆。

这些极具情趣与诗意的名称，相信您看后顿
会产生探究它的丰富内涵吧！

珂里镇依傍港湾而生。内荆河流到此处，一
改东北流向而转向西流，在此处形成多处弯道。
人们称此处为“西流水”，此处港为“西流港”。西
流之水十分罕见，民众听闻，有西流的地方是人
才辈出之地，凡出现在文字上，都据谐音写作“犀
牛水”和“犀牛港”。民间有歌谣这样唱道：“珂里
九十九道湾，垂杨蒲柳接云天。犀牛水上渔歌
起，鲤鲩满舱客满船。”

珂里镇四面环水，为出行便利，其周边大小
桥梁不少于十座，最著名的是镇南的三座石拱
桥，这三座桥相隔很近，人称“百步三拱桥”，桥上
面汉白玉柱座上雕有小狮，栏杆横档上缕有龙凤
图形。与其说是方便行人的过河桥，不如说是彰
显古镇特色的景观桥。

珂里镇周边的内荆河傍有五个石砌的码头
伸向水面，俗称“五码卧槽”。其造型好似五匹千
里马卧伏水边，引得迁客骚人吟诗作对，誉其为

“五马卧槽”，隐喻了珂里人蓄势待发、蓬勃向上
的雄心壮志。

珂里镇东北隅有一座清宁禅寺，清宁禅寺传
说初建于明朝天启年间，虽经200年后已是断壁
残垣，然而信众仍香火不绝。清朝同治五年
（1866）由乡绅集资重建，寺院占地约三亩，寺内
大雄宝殿红墙碧瓦，庄严肃穆。配殿有“圣贤堂”

“观音堂”“百子堂”。殿前钟楼悬挂一口铁质古
钟，钟口直径三尺，钟身镌有龙形浮雕与铭文，造
型美观，铸造精湛，铭文字体工整，浮雕图案古
朴。殿前一侧搭建戏台一座，另一侧有化纸炉一
座，合称“凤凰两用台”。

珂里后湖是美丽的湖，这里周边芦苇丛生，
岸芷汀兰，令人心旷神怡。湖边浅水区域盛产
莲、藕、芡实；湖中鲭、鲩、鲢、鲤，品种繁多；周边
湿地栖息野鸡、野鸭、大雁、麂子等珍禽异兽。后
湖之美确是珂里镇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红日西沉，鱼舟归航。傍晚的古镇河边更
有生气，四里八乡的渔贩都赶到珂里镇来，鱼行
已经忙碌着进出交易，吆喝声此起彼伏。有许多
熟悉门道的渔贩直接在河边等待返航的渔船，近
水楼台先得月。渔行的汽油灯，河边的清油灯连
成一片，故当地民谚用“夜有万盏明灯”来形容古
镇朴实且繁华的夜色。

珂里镇是个有传说、有故事的地方：在丹凤
朝阳街的西端，有一块似葫芦形的绿地。相传八
仙之一的铁拐李到岳阳楼去寻找吕洞宾。路过
锅底湾，贪看美景，贪吃佳肴，将随身携带的葫芦
遗失在街旁的酒肆中，等铁拐李回头寻找时，葫
芦已被丹凤朝阳街这条金线紧紧束住，铁拐李使
尽法门也无法解开，只好将葫芦遗留在珂里，化
成一块绿地，现名“葫芦坝”。这块地绿草茵茵，
繁花似锦，周边绿波荡漾、渔舟繁忙。其地形地
貌被人们神话成“金线吊葫芦”之景。

架上金盆是珂里流传甚广的故事：元朝至正
年间，江西一宁姓母子逃荒到锅底湾，母亲年老
加上患病，又逢天寒地冻，无法行走。宁子只得
将母亲背到背风处，然后到村中乞讨食物。回来
时，见母亲已亡故。他在悲痛中见冰天雪地里有
一块地不见雪迹，就将母亲的遗体背到该处，以
便识别。然后急去村中借锹安葬。等他转回时，
母亲的遗体不见了。宁子嚎啕大哭，惊动了当地
土地神。土地神化成一位白发老人，对宁子说：

“你的孝心尽到了，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你的母亲
被天葬了，你家后代将兴旺发达。”果真，宁姓后
代为官甚多，为报天葬之恩，宁姓子孙从江西来
到锅底湾，在一棵高大的丹枫树前，扎架挂上金
盆祭祖，并将那块风水宝地誉为“造科州”，从此，
珂里镇有了“架上金盆”之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滩口筑坝，江水不再
倒灌，鱼产锐减，加上公路交通迅猛发展，因黄金
水道而兴旺的珂里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唯
有江枫渔火仍然在诉说着迷人的烟霞。

老湾回族乡为了将珂里古镇向全社会推介，
打造以“乡风、乡愁、乡情”为主导的旅游产业，于
2015 年 10 月，专请武汉博克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人员前期考察珂里镇，博克团队走在百年历
史的石板街上，倾听当地老人的讲述，提出了打
造“珂里老街，梦里老家”的初步设想，并且绘出
设计彩图，将其定位为“具有江汉平原特色的历
史文化休闲旅游名村”。

在上级领导关怀与大家共同努力下，珂里老
街一定会继承历史的精典，缀放出新时代的光
华。

珂 里 风 情
□ 通讯员 李立洪 李刚

协和洪湖医院重点科室及学科带头人

消化内科

健康健康洪湖洪湖
洪湖市人民医洪湖市人民医院院··协和洪湖医院主办协和洪湖医院主办

洪湖市人民医院·协和洪湖医院消化内
科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现有2名副主
任医师、3名主治医师、2名住院医师，目前拥
有电子胃镜、电子肠镜、14C呼气试验检查仪
多台；每年收治1000余人次住院病人，完成
4000 多例胃肠镜常规检查，并开展无痛胃
镜、肠镜、内镜下息肉切除术、电凝术、EMR、
ESD。诊疗范围包括消化道出血、消化性溃
疡、功能性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急慢性
胃肠炎等。

学科带头人颜红霞：1993年7月毕业后
在洪湖市人民医院·协和洪湖医院内科工作，
2014 年开始担任消化内科副主任。她从事
消化内科工作20年余，在解决消化道疑难疾
病，尤其是对消化道出血、消化性溃疡有独到
见解。论文《累及胰腺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一
例》、《热极联合抑酸治疗 Barett食管的疗效
观察》、《自行排出胃石一例附文献复习》等被
多家医学杂志收录。

市民政局
本报讯（通讯员潘丰庆）10 月 31 日，

市民政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推进
会，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
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新部
署，提高民政系统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
和为民解困能力。

为把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到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工作中，该局按照

“局长领学、中层干部谈心得、班子成员点
评”的流程，以交流《永远在路上》观看心
得为纽带，结合民政实际工作和“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学习贯彻活动。

该局要求局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落实从严治党新要求。特别是全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是党内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要深
入学习、深刻领会、带头执行，增强“四个
意识”。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载
体，提高党员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深入
学习全国民政系统许帅先进事迹、民政
部表彰的“两优一先”优秀人物和先进集
体等，开展好每月集中学习活动，切实提
升民政系统党员干部的担当和责任意
识，全面提升民政系统为民解困的能力
和服务水平。

市科技局
本报讯（通讯员熊章云）11 月 1 日

下午，洪湖市科技局召开全体干部职工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 并对科技部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科技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 六 次 全 体 会 议 公
报》，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刻领
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把认
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大
战略思想，坚决将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地贯彻好、落实好，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全体
机关干部要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实际
工作情况，积极引导、鼓励、支持企业科
技创新，加快形成创新龙头企业引领、
高新技术企业助推，为全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市供销社
本报讯（特约记者张崇宜 通讯员单隆

武）近日，市供销社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掀起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热潮。

该社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全会公报
和人民日报社论，使全社党员干部深入领
会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大意义，把握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
治生活的基本遵循，把握加强党内监督的
基本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全体党员干部表示，把全会精神吃
透，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
好本职工作，为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和推
动洪湖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小港管理区
本报讯（特约记者曾翔）11月2日，小

港管理区召开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专题会议，机关支部全体党员、各农业大
队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参加。会
上，管理区党委书记王洛星带领大家认真
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并就下步如何抓好
学习贯彻进行安排部署。

一要把贯彻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倡导大家通过报刊、网络等途径深刻领
会会议精神，认真研读公报内容，迅速掀起
学习热潮。二要领导带头学，继续发扬党
员领导干部带头学的良好作风，努力在领
会精神、研究问题、解决矛盾、推动工作上
为广大党员群众做出表率。三要联系实际
学，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联系本单位、
本部门的工作实际，把学习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四要迅速行动
起来，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统筹结合，做好
带头示范，自觉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地生根，为党的十九
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曹市镇
本报讯（特约记者宋培芝 通讯员印

方义）11 月 2 日，曹市镇全体机关干部在
2 楼会议室，召开了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动员会。

镇党委书记李汉清作了讲话，他强
调，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全镇党员干部要做到三要：一要认
真领会，带头学习中央的 11 个“坚决”，开

展座谈讨论，撰写心得体会；二要对照全
会的8个“不允许”，查找自身的问题，并坚
决予以改正；三要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做到始终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积极贡献。

府场镇
本报讯（通讯员李德义）10 月 31 日，

府场镇新一届党委班子开展第一次中心
组理论学习，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

会议领学了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随
后参加学习的班子成员各抒己见，结合
自身实际谈了学习体会。

会议一致认为，全体人员要充分认识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实
抓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扎实把各
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着力增强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该镇党委书记周智虎围绕深入
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五点
要求：一是加强学习，要把“两学一做”引
向深入，要狠抓业务知识学习，成为分管
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二是加强党委自
身建设，打造学习型、创新性、务实型、高
效型、廉洁型党委，制定措施，有序推进
党委自身建设；三是加强党组织建设，加
强党员管理，从严管好党内政治生活；四
是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党员言行，加强对
党员干部的监管；五是明确责任，深刻认
识“一岗双责”，党委班子要切实履行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

注销公告
洪 湖 市 民 众 沼 气 服 务 专 业 合 作 社（注 册 号 ：

421083NA000094X）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清算
组，清算组组长：崔先波，清算组成员：周传波、王孝恩、胡
正。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负责人申报
债权，联系电话：13972388137。特此公告。

2016年11月4日

遗失补证公告
广东省清远市建设工程公司洪湖分公司不慎遗失其登

记坐落为洪湖市一桥头西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
为洪湖国用（1998）第011142023 号，特此声明作废，并申请
补发。

洪湖市金长江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在洪
湖市府场镇中华路的《商品房首次登记不动产权属证明》，不
动产权证书号为鄂（2016）洪湖市不动产权第0000923号，特
此声明作废，并申请补发。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洪湖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
发，原证书作废。特此公告。

洪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6年11月4日

11月2日是洪
湖市道路交通综
合整治行动的第
一 个 集 中 行 动
日 。 截 止 下 午 4
时，出动人员 100
余人次，执法车 10
辆，拖车4辆，共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近100起。
（通讯员 刘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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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管理区强化秋冬畜禽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