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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
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
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
同舟、患难与共、终生相伴……”5月
20日，在风景秀丽的尹家湖婚姻文化
主题公园，10对新人宣读了浪漫感人
的结婚誓言，并在传统婚书上签字，按
下手印，许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
幸福约定。

这是大冶市委文明办、大冶市民
政局、大冶市妇联联合主办的“倡树
婚俗新风，共建文明家庭”户外集体
结婚登记颁证活动的一幕。据介绍，
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全面推进婚俗
改革，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
仪，提升当代青年的婚姻家庭责任
感。同时，也是大冶市在推进婚俗改
革、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的
一项常态化工作。

因地制宜营造婚俗改革氛围

“千年风俗一朝改，转变思想是
关键。”推进婚俗改革、倡导新事新办

是倡树文明新风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更是移风易俗、农民减负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之举。

金山店镇以火石村为试点，在
征得党员、群众代表同意基础上，发
出治理高价彩礼倡议，明确婚嫁彩礼

“限高”标准。2022年，该村先后投
入近30万元，将村休闲广场打造为
以婚俗文化为主题的乡村公园，充
满爱意的装饰、座椅、长廊，以及各
类倡导文明新风、喜事简办的标牌、
婚俗文化墙等，营造了浓郁的婚俗
改革氛围。

刘仁八镇220余个村庄理事会
积极开展移风易俗针对性宣传，营造

“讲文明、树新风”良好氛围，整治低
俗婚闹、铺张浪费、随礼攀比等不正
之风。同时，该镇大力抓好龙凤山婚
俗文化宣传示范基地建设，以青龙山
和玉凤山传说故事为切入点，通过实
物展览、实地体验感受等方式，展现
不同时期婚嫁礼仪及婚俗文化传
承。目前，该镇已完成了月老阁、婚
庆文化墙、龙凤池等主体建设。早在

2020年成功举办的青年联谊相亲活
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大力发动社会公益力量参与
婚俗改革，保安镇充分利用桃花节、
采桃节、杜鹃花节、荷花节等节庆活
动，将桃园文化、婚俗文化与乡村旅
游有机结合，融入婚俗新风宣传。
盘茶村通过建设婚俗文化长廊、幸
福文化广场，设置“桃缘”“鹊桥”婚
俗改革网红打卡点。利用沼山村

“时空之城”等景点和民宿推出新人
游玩优惠政策，送上惠民爱心礼包，
让喜事新办家庭感受到实惠，推动
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婚事新办”活动
中来。

多措并举弘扬时代文明新风

“感情近了、礼钱少了、礼仪来
了。文明新风不仅为我们减负，更
有利于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当
天，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柯德鹏感
慨地说。

今年以来，大冶市 14 个乡镇

（场）、街办、高新区所辖322个行政
村、61个社区全覆盖成立村庄理事会
2609个、村（居）民议事会383个、道
德评议会1435个、禁毒禁赌会1418
个、红白理事会1662个，通过开展主
题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举办禁
毒禁赌知识宣讲文艺活动、开展上门
劝导等活动，群众参与道德实践的劲
头高涨，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
约的文明乡风普遍形成。

从2019 年开始，全市 322 个村
建起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按照

“群众点单、中心制单、层层派单”
流程，平均每年开展理论宣讲、文
化文艺等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万余场次，服务群众达 17.4 万
人，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农民精神
面貌和文明素养显著提升。

截至目前，大冶市通过“示范推、
典型带、考核促”等有效措施，共创3
个全国文明镇、5个全国文明村、4个
省级文明镇、10个省级文明村、170
个大冶市级文明村，文明“种子”已在
全市城乡落地生根、花开绽放。

深化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乡风
□ 本报记者 殷珂 方驰 通讯员 姚昭 汪丽

本报讯（记者 汪涛 通讯员 马
赞）21日，杭州西路社区乐融融志愿
服务队又出动了。队员们带着“创文
五件套”——手套、铲子、夹子、垃圾
袋、口罩，兵分几路到各个小区开展入
户走访，还特别带上一张小卡片——
文明融心卡。

文明融心卡正面标语号召居民
参与创文共建幸福家园。背面文明
存折说明居民主动参与“我爱我楼”、

“清理杂物”、“关爱他人”、“遵守公共
秩序”行为等，可以获得相对应的积
分。“通过入户走访发卡片，邀请居民
共建美好家园，并通过积分来激励大
家为创文增光添彩。”社区干部说。

同心共创，足印万家。当天，志
愿者上门将文明融心卡送到750户
家庭。“我也要参加社区志愿活动，为
创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宏维·山

水明城小区居民刘先生收到文明融
心卡说道。

活动当天，社区还联合包保单位黄
石日报社、下陆区卫健局、团街办下沉
党员、楼栋长及各小区物业志愿者等
86人，到各小区开展创文活动，共清
理58栋楼道杂物，铲除“牛皮癣”60余
处，更换张贴栏23处，打捞景观池中
漂浮垃圾11处，清洗垃圾桶30余个，
并劝导居民电动车到指定地点停放。

据悉，今年以来，杭州西路社区
充分发挥“融品牌”优势，采取“线上+
线下”双管齐下模式——线上通过电
话、网格群等形式，向居民宣传创文
知识；线下通过10个网格员联系乐
融融志愿者团队成员，在下沉党员、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业委会成员等帮
助下，进楼栋进单元开展面对面宣传
创文活动。

文明融心卡 服务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刘佳 通讯员 陈
顺）市民旅游中的一言一行不仅体
现个人的文明素养，也体现出一个
城市的文明程度。日前，黄石市文
化和旅游局再次曝光近期在景区、
星级酒店等地发现的游客不文明
行为。

日前，在柯尔山白马山公园，可能
因为天气炎热，有个别市民游客直接
脱了鞋，在阴凉的公园长椅上躺休，一

人占据一整张石椅，给附近美丽的风
景增添不和谐一幕。近日，在东方山
风景区售票处，一位打赤膊的男游客
径直走到窗口购票，在景区文明劝导
员的劝说下，该名男子认识到不文明
行为，才把上衣穿好。

市文化和旅游局呼吁市民游客
时刻把文明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
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做文明有
礼的黄石人。

莫当文明旅游反面教材

五月生机勃勃，职教喜迎盛宴。5月 23
日，2022年黄石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中职学
生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举行。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里，我市各职业院校
将围绕“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开展丰富
多彩的职业教育宣传和技能展示，营造良好
的职业教育宣传氛围，展现职教师生的技能
风采。

引导学生走技能成才之路

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旨在培养学生爱国之
情、砥砺报国之志，引导学生走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之路，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人人皆可
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围。

当天的启动仪式以“线下+线上”相结合
的形式举行，主会场设置在湖北工程职业学
院，启动仪式在黄石艺术学校学生汇演的
《我们都是追梦人》舞蹈中开始。随后，现场
播放了由黄石市教育局、黄石日报社共同策
划制作的短视频《黄石职业教育欢迎您》，表

达了社会各界人士对黄石职业教育的真诚
祝福和期许。

仪式上，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总裁朱金明说，技能强则企业强、企
业兴则城市兴，智能制造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该公司高度重视各层级、各岗位员工的培训
和教育，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的培训和教育方
式，开办多工种新型学徒制培训班，并通过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与各大院校特别是湖北工程职
业学院合作成立了多个订单班，建立并完善了
技能人才的培养体系。

“弘扬工匠精神重任在肩，打造技能强国
正当其时。”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2020 级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曹希冉作为优
秀学生代表说，当下，国家越来越关注职业教
育的发展，如何把握住这一机遇，唯有技能改
变命运，唯有职业成就未来。今后，她要珍惜
宝贵时光，跟上时代步伐，增技强能，苦练本
领，真正成为一名思想成熟、技术纯熟的优秀
人才。

启动仪式后，全场参会人员起立，挥舞着五
星红旗高唱《歌唱祖国》。

让学生感受职业教育魅力

当天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黄石五中、黄
石六中的学生在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大学生
志愿者的带领下，参与了八个职业体验项
目，同学们大开眼界，直呼“感受到了职业教
育的魅力”。

本次职业体验项目包括巴哈赛车体验、手
绘彩画家装、人工智能启蒙、LED霓虹灯的奥
秘、心肺复苏、智能车联网、3D打印、刺绣体验
等八个项目。

“这个车的时速最高能达到多少？”“车是
你们自己组装的吗？”在巴哈赛车体验区，黄石
六中高二学生刘博文非常兴奋，从小就对汽车
就感兴趣的他，围着指导老师发出了一连串的
疑问。

这辆巴哈赛车是由该校白马车迷协会的同
学们共同组装完成的，曾参加过2019年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在现场，老师还演示了
巴哈赛车的装配及制作过程，引发前来体验的
同学啧啧称奇，还有同学穿上装备坐在巴哈赛
车驾驶室感受一番。

“心肺复苏就是一个‘移动救护站’，我们
有时候挽救的就是一个生命，甚至是一个家
庭。”在心肺复苏急救体验区，湖北工程职业学
院护理专业负责人石丽娟语重心长地跟前来
体验的学生说道，她还非常耐心地指导学生如
何进行胸部按压，如何进行人工呼吸。

“要掌握要点挺难的，但这项体验特别有意
义。”黄石五中学生曹嘉说，如果有机会，他以后
还要系统地再学习这项急救技能，一旦遇到突
发情况，希望通过掌握的技能能帮助到别人。

在黄石六中副校长高勤励看来，通过当天
的活动，让学生体验不同职业技能，找到自己最
感兴趣和擅长之处，对于孩子们的未来职业生
涯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首个技能大赛项目精彩开启

23日，全市中职学生技能大赛首个项目
比赛在大冶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比赛项目
是电子商务技能，全市共有 10 组 40 人参
赛。比赛分为笔试、页面设计与美化环节、
直播环节，综合考量选手的技能水平。选手

们认真比赛，将自己所学技能一一展示。
据悉，职业技能大赛是加强技能人才培养、

改革技能人才评价选拔方式、激励技能人才职
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手段。今年的技能大
赛还将在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湖北城市
职业学校、湖北省机械工业学校和黄石艺术学
校举行，未来几天还将展开电子电路装调与应
用、计算机应用能力、机械加工和个人才艺能力
展示等项目的比拼。

本次赛事也是我市选拔、培养省赛、国赛优
秀选手的平台。对获得中职（技工）组各赛项前
3名的选手，可直接晋升中级工职业技能等级，
由具备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认定机构
按程序办理。

“技能：让生活更美好！”“职业教育前途广
阔，大有可为！”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聚焦了职
教特色成果，彰显了职教无穷魅力，宣传了职业
教育办学理念、成就，传播了职教好声音，凝聚
了职教正能量。全体职教人以更加饱满的激情
投身到职教事业中，共创民族复兴之伟业，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记者 阮瑞祺/文 鄢巍/摄）

展示技能风采 树立职教形象
黄石市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H 志愿服务 温暖黄石

旅游不文明行为曝光台H

63岁的全梅华是一名共产党员，
六口之家夫妻和睦、团结邻里、热心公
益，是孔雀苑社区有口皆碑的“模范家
庭”。23日，全梅华接受采访时袒露心
声，“志愿服务是我退休后的第二事
业，也是我们全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全梅华一直是全家人的骄傲。据
她透露，女儿吴静小时候经常把她作
为作文的主角，作文题目一般为《了
不起的妈妈》。如今，两个小外孙写

作文，题目也是《外婆是我的骄傲》。
退休前，全梅华曾当选全国人大

代表、黄石市劳模。退休后，她发挥余
热扎根社区基层，担任所在社区第四
党支部书记和“邀邀邻志愿者协会”会
长，带领志愿者长期开展邻舍互帮互
爱、一对一帮扶困境老人、助力创文创
卫等志愿服务活动。

谈及“邀邀邻志愿者协会”，全梅华
无比自豪，“2017年成立之初，只有30

位居民志愿者。5年来，一点红带动一
片红’，协会已发展壮大有200位居民
志愿者，成为社区文明创建的主力军。”

全梅华特别感恩丈夫吴友钧理解
和支持自己全身心扑在志愿服务工作
上。“他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每天买
菜做饭，负责接送两个外孙上学放学，
多年来从无怨言。”全梅华说，有时协
会组织志愿者前往养老院开展送温暖
活动，吴友钧会主动给大家当司机。

实际上，全梅华一家三代六口人
都是“邀邀邻志愿者”协会的成员，7
岁和12岁的两个小外孙更是协会里

的“小明星”。在她的直接引导和培
养下，社区开展创文创卫活动，都少
不了两个小家伙的身影。身着红马甲
的小身影在志愿服务现场特别显眼，
也让更多家长关注和带领自家孩子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

“热心公益、乐于奉献能给别人带
来快乐，也能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
有着36年党龄的全梅华表示，“我就想
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
希望通过我们小家庭传播志愿服务精
神，引导更多的‘小家’融入‘大家’投
身创文公益事业。”

全梅华家庭：“邀邀邻”共同开展志愿服务
□ 本报记者 顾文娟

建设家庭文明 弘扬时代新风H

本报讯（记者 陈双 通讯员 柯静
宜）“谢谢你们了！麻烦你们一大早
跑一趟。”21日，铁山街道冶矿路社区
77岁独居老人吴秀文对前来帮她维修
电路的三名志愿者一再表示感谢。

当天一大早，吴婆婆听到家里的
电灯传出“噼噼啪啪”的声音，隐约有
电火花闪动，随后电灯熄灭了。情急
之下，老人拨通了冶矿路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的志愿服务电话。

十几分钟后，该社区志愿者胡卫
国、郝竹先、李志彪便扛着梯子，带
着维修工具来到老人家中，经过一番
检修后，给老人家里换上了新的
LED 灯管，昏暗的屋子瞬间亮堂起
来。维修结束后，三人还对吴婆婆家
中所有的开关、灯座等全面检查一
番，排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看着
家里重新亮堂起来，吴婆婆高兴得合
不拢嘴。

志愿者为独居老人检修线路

新时代文明实践H

学生体验驾驶哈巴赛车职教老师现场为学生讲解沙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