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汀泗桥，我有着很深的感情。这里
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人生工作的第一
站，这是我梦想启航的处女地。这情，纵有
千千结，亦无法用文字表达。

汀泗桥，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水乡，
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化重镇，更是一个
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有着诗一般
的山水，有着金一般的文化，有着金戈铁马
的北伐历史，有着汀泗老人修桥的善德传
说。可谓是青山成画卷，碧水淌诗文。

翻开汀泗桥800年的历史长卷，“小汉
口”、“ 北伐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等各种独特字眼充斥眼球。仿佛那条石古
街上，百余商号正车水马龙；那汀泗河边，三泰
行等水运码头正商贾云集；那青街古巷里，有
着曾国藩训练水军的过往，那塔垴山上，有叶
挺独立团击退军阀吴佩孚的英姿……

古街、古河、古桥文化，灯光浆影里，成
就了汀泗桥“小汉口”的千古美名；星星竹
海、嫦娥湖、北伐战役，成就了汀泗桥的美丽
与厚重；湖北日报总编江作苏的《汀泗桥能
否打造成湖北的周庄》一文，又勾起了多少
人对汀泗桥发展的重新定位与思考。

再次来到东西古街上，昔日百余商号已
人去楼空，清冷的条石古街诉说着往日的繁
荣；那建于1247年的汀泗古廊桥，几经修
缮，虽威武依然，但无车马喧；造型独特的醉
仙阁依河而立，斑驳的墙体，数着岁月的沧
桑，唯有红白玫瑰两姐妹那凄美动人的爱情
故事在街巷子里传扬，如此总总，让人总有
种欲罢还休的无奈。

“扑向刀从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走在塔垴山上，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硝
烟弥漫，唯有雕堡战壕历历在目，铁军精神
在汀泗、在咸宁、在中国却浩气长存。

这个集故事传说、历史文化于一体的汀
泗古镇，被中国知名作家、冰心散文奖获得
者、咸安马桥人陈敬黎先生看中，一头扎进
汀泗桥，在古街古巷问耄耋老人，在田间地
头感受汀泗原貌，在雕堡战壕寻找历史足
迹，在古屋古桥探寻思索，十年磨一剑，终于
140万字的长篇小说《汀泗桥》问世。我被其
精神深深的打动着。一部小说若能促进文
化与发展、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经济的深度
融合，那就功德圆满了。

汀泗桥，我梦中的美丽古镇，有了铁军
魂，有了文化人，有了发展梦，愿再度相约
时，正循着书香文韵，乘着发展东风，载着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的荣誉，凤凰涅磐款款而
来！

梦回汀泗桥
胡剑芳 （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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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东
门马柏大道168号，西门茶花路58号。医院
现有教授16人，副教授55人；博士12人，硕
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
等综合医院，编制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
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科、
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
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
机能科等临床科室。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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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
有关规定，经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受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委托公开拍卖出让咸安区P[2017]4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体
实施由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咸安区P[2017]4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
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
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的受让人）。竞买人参加竞买
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

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

增价方式拍卖,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和
地点：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15
日至2018年1月4日到咸安区国土资
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泉盛拍卖有
限公司索取有关竞买资料，提交竞买申
请、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
备金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4日16时
（以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
中心将在2018年1月4日17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发给其竞买资格确认书。

五、公示时间及现场踏勘和地块情
况介绍

拍卖出让地块自公告之日起在其
所在地公开展示。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土地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
司对本次拍卖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
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
行踏勘现场。

六、拍卖时间和地点
咸安区P[2017]45号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的拍卖时间为 2018年1月

5日上午10时，在咸宁市咸宁大道35号
天伦皇朝时尚酒店二楼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

七、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
八、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1、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联系人：钱女士
电话: 13451119674
2、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喻女士 沈先生
电话: 0715-8278999
13545575552 15571571591
地址: 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

大厦A座19层
3、银行账户
（1）竞买保证金
开户单位：咸宁市咸安区财政局非

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咸安

支行营业部
账号: 100240390980010001
（2）竞买准备金
开户单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泉

塘支行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15日

地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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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7]45号

咸安区贺胜
桥镇黎首村

25416.38
(约合38.1亩)

≤1.0
≤42%
-
-

≥25%

殡葬用地
40年
965万元
20万元
965万元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

玉龙岛，嘉鱼县三湖连江风景区三湖之
一的白湖水畔，东与著名官桥八组毗邻，西北
与牛头山山湖温泉隔水相望，南与山丘相连
系丘陵地貌，三面环湖，一面倚山。其境若仙
客怀古，山清水秀，景色怡人。空中航拍俯瞰
玉龙岛，有玉山、沙咀、湖矶头和老鸦咀，玉山
连接三咀宛延绵长泊于湖心，形成湖中仙岛，
岛上森林树木花草覆盖葱绿，其绿宛如镶嵌
如白湖之中的一枚碧玉，其形又如蟠踞于湖
水之上一条飞舞的蛟龙，故名玉龙岛。

玉龙岛原是一荒山孤岛，偶有村民在沙
咀头采沙建房或山间种植出入于此。多年
前，知名书画大师吴放先生和夫人隐居此岛，
于岛中玉山沙咀借一陋室，此屋背山面水阳
光充足，幽深静谧，经打理布置，设有书画室、
茶坊、厨房，并有一小院，便悠闲逍遥独居于
此，自名曰“借山草堂”。

借居此岛，铺石筑路，于是嘉木立、美竹
露、奇石显。先生在此吟诗作画、临帖书法，
多有新作字书名画，慕者前来求之，常有文人
墨客、达官贵人、闲云野鹤拜访“借山草堂”，
或品书赏画，或品茗茶话。居而久之，淡墨飘
香，书画怡情。临借山草堂而望之，山之仙，
雲之浮，湖之韵，鸟禽之遨游，引来游客众

多。故而，近年来兴起新修开发，用画笔绘画
玉龙岛。

进入玉龙岛，感觉步入了一幅山水画
卷。沿沙咀方向走去，见左岸一门坊，一块缓
坡场地，搭有一长棚，可烧烤、野炊，也可篝火
晚会。漫步在沙咀堤上，望白湖烟波浩渺，清
风徐来，岸边柳条轻垂，随风灵动，与柳条留
影。此情此景，若席地而坐，把酒问盏，会有
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惬意。

缓步行至沙咀头，一古木“怀远亭”苍劲
耸立在上，登亭小憩，仰望蓝天白云，眺望碧
水青山，回望故地城廓。胸怀之志，人若心有
多高，思就会有多远，而我独望秋水，可有秋
水伊人，宛在水中央。咀头岸边，几株紫薇静
静开放，拈花一笑否？顺着紫薇树沿石阶而
下，跳入水中，畅游在三湖连江碧波之中，远
山含烟，近水涟漪，人入水中，水在画中，清风
徐徐，犹于飞翔于清澈的天宇。此景只有天
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步入鸳鸯廊，只见湖中两只白天鹅水中
起舞，如鸳鸯戏水。长廊下，穿越岁月的古藤
条，一丛丛，一束束，细长弯曲的藤条，缠绕攀
援爬上藤架，遮住了长廊的顶棚，藤蔓之姿，
柔弱而顽强。走过鸳鸯廊便是凌波廊，将两

小岛连接，木制仿古结构的长廊凌驾于清波
之上，顾名思义。长廊上摆放的藤椅茶几可
供游人休息闲坐，长廊下岸边的人们忙于垂
钓，好一幅宁静休闲的画面。

石是玉龙岛又一独特景观。走山间石
径，踏湖边栈道，穿山林竹苑，见山中多有文
石奇突，似负土而出，或峭立或平卧。山路拐
角处，小径边或屋后，每一处天然风景石的皆
有画中寓意，似天工造物自然之美。玉龙岛
又有人工石景雕琢之美，桔树下芭蕉树旁，石
圆桌、石凳，围桌而坐，可小憩闲聊。石磨、石
舂，很旧很古老，让人怀旧思古，常思“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具有浓郁的农家气息。

沿着竹苑向借山草堂寻去，一红砖小院
名桔园呈现在眼前。院前一棵光滑的古木枯
树顽强地斜倚门前，有石凳等几块旧石器闲
置院外。柴扉轻开，主人吴放先生迎候，院内
一老旧平房便是拜访的“借山草堂”，先生用早
已备好的红茶待客，茶具精致，茶艺讲究，先生
儒雅谦逊的待客礼仪，倍感主人的热情。喝一
小杯清香红茶，品茗雅韵。畅谈中走进书画
室，香墨飘逸，亲和雅静，先生写诗作画的书
斋，画案上摆着笔墨纸砚和一幅创作中的国

画，挥毫落笔墨痕新，最是可人山水画。墙上
挂着老师的国画和临字，观其画风，简朴归真，
唯敬仰之。书架上青花瓷瓶立于其中，有古时
留传下来的，也有先生景德镇亲笔画瓷烧制
的。琴架上摆着先生夫人杨老师的古琴、月
琴，若请夫人弹奏、伴奏几曲，其琴声悠悠潺潺
兮如山泉流水，风起时伴林苑听涛的竹韵，恰
似夫人温柔娴淑的性情，岂不美哉！

傍晚时分，夕阳西沉。为登高楼强说愁，
此时登上邀月楼，登高莫把危栏倚，独暖茶杯
在心头。登上楼亭，绿岛风光无限，放眼回
望，飞檐翘首云水竹楼居，垂钓场，童趣园，水
榭长廊，亭台楼阁，尽收眼。此刻，御膳房袅
袅吹烟升起，迎面美酒醇香，不觉光景已过。
琼楼之上，目之所极而笔不能穷尽，留白处自
有妙笔。天色渐晚，纵然独上西楼月如钩，却
有依依不舍之离愁。

玉龙岛，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一石一木
一竹，一砖一瓦一屋，一扇门一窗棂一门楣，
一碗一蝶一勺，一石景木坊，一亭台楼阁，一
长廊水榭。画师用精湛的笔墨，情感的思绪，
描绘山水如画的人文景观，凝聚了设计建设
者的才思智慧。观者无不叹为观止，游客无
不意犹未尽。

立冬过后，太阳公公变得更加庸懒起来，
即使露个脸也是晚晚出来早早收工。完全无
心应战夜的侵袭吞噬，只作象征性地抵抗挣
扎几下，便鸣金收兵回了营。真可谓，血洒西
天留悲壮，退隐江湖独疗伤；卧薪尝胆东山
起，黑白争锋在路上。

下班回家，待我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
下来。脱下正装，换上宽松的运动衣，连同白
天的面具包袱一块卸下。心，陡然变得轻快
起来。转身出门没入夜色，开始了一个人的
健走独行。此时的我，犹如爬出现实外壳的
蜗牛，把理智放逐之后，柔软的躯体真实而脆
弱。于是，黑夜就成了找回自己的地方，夜行
亦成了储备能量的特别方式。

穿过昏暗的街道，顺着淦河栈道，逆流上
行，向南外环的人工湖包抄过去。背向城市
的光亮喧嚣，前方的山峦森林轮廓起起伏
伏，缥缥缈缈如梦幻。这时候，又能听到天

籁之音——风吟、雨唱，花语、虫鸣。走着走
着，便忘却了白天的纷纷扰扰，似乎行走在
童年记忆的乡村田野上，又似乎听到了母亲
深情呼儿喊女的甜润声音。彼此互为远方
的故乡与异乡，此时又如此奇妙地映像眼
前、浑然一体。夜行的脚步，总能带着思绪
让自己来回穿越，触摸到内心深处的大千世
界。

宽阔的太乙大道，已没有了白天的人车
穿梭，孤寂寂地躺在那儿。偶尔，摩托车的轰
鸣声猛然刺破夜空，几个狂妄嚣张的飙车小
青年呼啸着从身旁急驰而过，惊起淦河水鸭
扑楞楞地掠过湖面，逃命似地钻进了河岸水
草丛。倾刻间，周围又恢复了自然平静。夜，
和我一样，似经历了世事苍桑，见识了因果轮
回，不愠不恼地包容着形形色色的恣意妄
为。年轻人啊，惟愿你们成长的过程少给亲
人添忧愁增痛苦，切莫犯颠覆性错误乃至付

出生命作代价。我相信，生活会让他们收起
张扬变低调。

登上潜山，微风习习，树影婆娑，到处都
弥漫着自然的原味芬芳。寺庙里传出的缕缕
经音，经过了夜的装扮包裹，愈发显得肃穆庄
重、神秘莫测。也许是上天造物主的分外眷
恋与特别恩赐，把一座遍布奇花异草、长满古
木翠竹、四季香艳碧绿的潜山森林公园馈赠
给了这座城市。唐诗宋词关于潜山美景的描
述，吸引着市民游客纷至沓来，不论白天还是
夜晚。或游览探奇，或健身消遣，大家津津乐
道于潜山一个个的历史传奇故事。

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我就这样乐此不
疲地健走重复着，风霜雨雪不停顿，累并享受
着夜行的快乐。走一路，思一路，找一路，把
自己也走成了别人的风景。也许有一天，真
的累了、老了、走不动了，梦也就碎了。到那
时，心还会在路上么……

老伯过冬
徐泰屏 （赤壁）

羽绒服，保暖裤，大头靴
如果身冷，晴天
就蹲在向阳的墙跟下晒晒太阳
天阴了，就到火塘里生抔树蔸火烤烤火
如果心冷，寂寞了
就用一杯老酒怀怀旧
孤独了，就撤把谷子喂喂鸡
牵着牯牛牝牛喝回水

有衣裤有鞋帽有太阳
还有树蔸火和高粱荞谷酒
这些过冬的东西
是爷爷一生的向往和幸福
就像老家煮饭炒菜的土灶膛
依次塞进一个个燃着烧着的草把子
那口盛满清汤寡水的生铁锅
就一餐一顿地冒出了一股股袅袅的热气

水墨玉龙岛
杨满珍 (市直)

夜 行
黄军 (市直)

致敬，2017!
刘伟 （市直）

责任是后羿手上弯弯的长弓
我们把青春置于弦的正中
一声长啸，一路北上
跨越图強图新的漫长
穿越念想偏执的梦乡
向着星辉斑斓飞翔

巨变涌动着尖峰站立身旁
平衡在文明的反思中调整激荡
这是您我拥有的时空
这是历史编程的方向

汗水比泪水更有营养
站着比坐着更有力量
或叹息，或激昂
穿越万水千山
把皓月朝阳全部装进胸膛
这是重回原乡最后的力量

致敬，2017!
心向远方，不忘回望

把名字刻在树上
万龙 (市直)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把名字刻在一棵树上 想
让树记着我的名字 想
让上树的人都念一遍我的大名

开始
我每天去看一遍
后来
我一个星期去看一遍

后后来
我一年去看一遍
再后来
我想起了就去看一遍

终于
小学 初中 结束了
高中 大学
我再也没去看过

直到今年清明回故乡
我专门去看了一遍
字和树早已成为了一体
我想
也许 除了我自己
这个世界上
谁也没有在意过

王国山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22326600175554，特
声明作废。

蔡硕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22301600178241，特声
明作废。

崇阳县铜钟乡遗失咸宁日报开具
的湖北增值税发票一张，开票日期
2016 年 5 月 20 日 ，发 票 代 码:
4200154320，发票号码：07497811，特
声明作废。

熊幼珍遗失温泉天发印刷厂的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
42230119751223106X，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北星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MA48AN236B）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星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注销公告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下列土地使用权人就其

土地权属证书遗失向咸安区国土资源局申请补发证书，现公告
遗失补办征询异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无异议的，
原填发单位将补发相应的权属证书。

土地使用人

陈克宏

土地座落

马桥镇潜
山村三组

面积

120平方米

用途

住宅用地

土地证编号

临时证号
003362

证书类别

国有出让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