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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预计12～14日受高反气旋环流影响，以晴为主;14日中低层西南气流发展，云系增多。具体预报如下：12日：晴天，偏北风1～2级，-1～12℃；13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1～16℃；14日：多云，偏南风1～2级，7～18℃。今天相对湿度：20～80%

谅和量
○ 柯建斌

一位八旬的老父亲经常跟他的五个
孩子讲，男人要有气量，夫妻要互谅。这
位老人家是这么做的，他们老两口一辈
子相伴相守，为儿孙做出了榜样。

家人之间当互谅互让，友人之间
当如此。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皆如此，
和谐单位、和美家庭并不是什么奢望。

气量，既指能容纳不同意见的肚
量，也指容忍谦让的限度。做人的确
要有度量，容人亦有限度。

所谓大人大量，就是强大的一方

胸襟要宽广，容人之错、容人之短。容
人所不能容之事的人，积的是德，是谓
厚德载物。

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能为人之
所不能为。凡人尚有匹夫小谅，普通
老百姓均抱守自己的小节小信。这些
小节小信，包括原谅别人，也包括争取
他人宽宏大度。

一味地指望对方的体谅，而不遵
守约定俗成的规矩，难以得到对方的
谅解，也不容易获得第三方的理解。

没有考虑到弱势一方的难言之
隐，不积极地进行换位思考，亲人之间
也会难谅难让。朋友同事之间不通过
充分的沟通，不进行有效的商量，必然
导致不谅不让，甚至于愈演愈烈，矛盾
双方均是骑虎难下。

谅是个多义字。在“益者三友，友
直、友谅、友多闻”里的“谅”，是诚实的
意思。原谅别人也好，互谅互让也好，
都需要诚信做基础。

“千里捎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

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这首诗据说是清朝宰相张廷玉写
给家人的。

张家与叶家比邻而居，都要起房
造屋，为地皮发生争执。张老夫人修
书北京，请张宰相出面干预。没想到，
这位宰相却赋诗劝导老夫人。张老夫
人见诗明理，主动把墙往后退了三
尺。叶家见状，亦感惭愧，同样把墙让
后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
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成了闻名遐迩
的六尺巷。

六尺巷的故事说明，邻里之间相
互谦让、相互谅解，就没有什么问题解
决不了。“谅”，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
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

今日关注

本报讯 通讯员许武报
道：7日，市科协组织16名离退
休党员干部赴嘉鱼县官桥村八
组和金色年华生态养生谷项目
现场参观，实地感受新时代农
村发展变化。

在参观了田野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以及金色年华生态

养生谷项目的建设现场后，离
退休党员干部纷纷对嘉鱼县改
革发展取得的成就予以点赞。

现年 86 岁的老干部周耀
忠，现场清唱《进军号》等三首革
命歌曲，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
展现了老干部关心国家大事、关
注科协事业发展的精神风貌。

市科协组织离退休干部赴嘉鱼

感受新时代农村发展变化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6
日晚，通城县音乐舞蹈协会、市
旗袍协会通城分会联合举办
《快乐2018·让爱温暖回家》新
春联欢文艺晚会。

近年来，通城县音乐舞蹈协
会的艺术家们不忘初心，默默耕
耘，各项文艺工作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其中，该协会副主席易君
通过层层选拔，2017年不仅被国
家艺术基金选拔为花鼓戏声腔表

演传承人，还成功晋级，即将登上
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舞台。

去年10月29日，通城旗袍
文化艺术协会分会成立，在通城
掀起一股旗袍旋风，感染和吸引
了一大批旗袍爱好者加入，形成
一道靓丽的风景。该分会不仅
受邀参加了全市万人同跳广场
舞及旅游节开幕式，还在深圳和
香港举行的全球旗袍春晚暨明
星演唱会上进行了精彩表演。

通城音乐舞蹈好戏连台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
讯员曹杰报道：7日，我市召开
2018年度贫困村驻村工作会，
要求确保通山和崇阳在今年摘
掉“贫困县”的帽子。

会议要求驻村工作队队员
坚持驻村值班，对贫困户进行
摸底，及时送去党和政府的温
暖，确保贫困户过一个祥和快
乐的春节。同时，抓紧落实“中
国社会扶贫网”的注册工作，不
仅要将贫困户全部注册到位，
还要抓住春节期间在外创业成

功人员返乡的机会，吸收此类
人员为爱心人士，通过网络参
与精准扶贫。

会议强调，2018年驻村工
作的主要任务是：参与拟定脱
贫规划计划、推动发展集体经
济、监管扶贫资金项目、指导制
定和谐文明的村规民约、协助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等。要按照“一
月一督察，一月一总结，一月一
通报，一月一约谈，一月一整改”
的工作机制，加强对驻村工作人
员的日常管理和考核激励。

我市召开贫困村驻村工作会要求

确保两个贫困县今年“摘帽”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
讯员钱毅报道：8日，市水务局、
嘉鱼县水务局联合洪湖市水利
局，对非法停靠在我市长江马
鞍山段的19艘“三无”非法采砂
船进行执法检查，严打非法采
砂行为。

临近年关，一些非法采砂
船主妄图趁机作业，牟取暴
利。对此，我市水政监察支队
和嘉鱼县水政监察大队按照严
控、严防、严打的要求，坚持不

间断巡查值守。并通过与洪湖
市水政监察大队联合采取“口
袋战法”，在嘉鱼县长江马鞍山
夹江夹套设下“口袋”，对非法
采砂船实施集中打击。

据了解，此次行动中，我市
共组织水利、公安及鱼岳镇执
法人员40余人，联合洪湖市水
政监察大队，依法捣毁拆除19
艘非法采砂船的采砂机具，并
依法拘捕采砂嫌疑人1名，有力
遏制了非法采砂现象。

我市与洪湖市联手

严厉打击长江非法采砂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
何彦卿报道：11日，武警湖北省
总队政委阮嘉明一行，深入咸安
区大幕乡双垅村调研指导脱贫
攻坚工作，看望慰问贫困户，并
为该村58户贫困帮扶对象分别
送上慰问物资。

阮嘉明一行先后前往双垅
村贫困户邹明峰、邹明星、罗宗应
家中，与贫困户亲切交谈，并送上
食用油、大米等物资，对咸安区精
准扶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在认真听取了该村精准扶
贫工作基本情况介绍，详细了

解了该村集体经济、群众生产
生活及人均收入等情况后，阮
嘉明要求，要制定有针对性的、
行之有效的脱贫举措，重点抓
好基础设施扶贫、产业扶贫（包
括光伏发电、旅游）、生态扶贫
工作，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
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
解难事，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就
业、医疗等问题。

当天，武警湖北省总队还组
织医疗力量，开展送医下乡活
动，免费为该村群众检查身体，
发放常用药品。

武警湖北省总队领导

到咸安扶贫点慰问

25岁的潘娟敏，是通城县关刀镇
云溪库区人，现在深圳打工。闲余之
时，经常与一些朋友参加义工活动。

熟悉的人都知道，2月13日将是
潘娟敏走入婚姻殿堂的大喜日子。但
2月8日，她却将原本用来拍婚纱照的
6000余元钱，全部捐给通城义工协会，
用于慰问和资助贫困学生、孤儿、孤寡
老人。

当天，潘娟敏跟随通城义工人员

一起，购买了6000余元的大米、油、肉、
水果等物资，踏上对全县14户贫困对
象的慰问之旅。

在沙堆镇石冲村卢爱香老人家，
得知其儿媳患有精神病，儿子因病于
2014年去世，留下一对1岁的双胞胎
子女，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后。潘美
娟在送上慰问物品的同时，还从包里
掏出500元钱，递给卢爱香老人。

在沙堆村柳浩民小朋友家，当知

道柳浩民因营养不良，身高比同年龄
人矮很多时，潘娟敏又献上500元爱心
慰问金。她还量了柳浩民姐弟的身高
和鞋子尺寸，打算这几天再购买一些
衣服和鞋子送去。因病丧失劳动力的
柳浩民父亲感动得泪流满面。

马港镇松港村毕芬小朋友，自幼
父母双亡，一直与84岁的奶奶相依为
命。潘娟敏心酸地将身上仅有的1500
元全部捐给毕芬，并鼓励她好好学习，

照顾好自己和奶奶。
一天的慰问走访，潘娟敏感触良

多，她说，自己也是贫困家庭出生，现
在长大了，能赚钱了，希望能尽绵薄之
力，帮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

“很感谢我男朋友和家人对我的
理解与支持。”潘娟敏说，对于捐出
拍婚纱照的钱，用来慰问和资助贫
困学生、孤儿和孤寡老人的举措，早
在去年 6月她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
男朋友，男朋友二话没说就同意
了。“婚姻的最美好记忆不一定是定
格在婚纱照里，把它捐给需要关爱
的人更有价值，多年后回忆起来才
会更有意义。”

“潘娟敏是一位蛮有爱心的女孩，
希望能有更多人像她一样，加入到公
益活动中。”通城义工协会负责人黄四
明说。

这个女孩真有爱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徐雪甫

90后准新娘潘娟敏，将自己准备拍结婚照的6000余元钱，全部
用来慰问和资助贫困学生、孤儿和孤寡老人——

2月9日清晨，天色微亮。上海市
普陀区的一处停车场，一辆挂着“‘情
暖回家路·伴爱同行’公益活动”红色
横幅的大巴，正静静地等候着乘客的
到来。

与此同时，江苏省昆山市一工业
园区门口，也停着一辆同样的爱心大
巴，数十位笑逐颜开的咸宁老乡整装
待发。

这两辆爱心大巴，都是上海市咸
宁商会为帮助买票难的在沪咸宁老
乡，能够顺利回家过年而特意准备的。

当天，本报派出的4名全媒体记者
兵分两路全程直播，吸引了12.6万人
次关注这趟满载爱心和乡情的回家之
旅。

欢声笑语，乡音传递温情关怀

家住咸安的葛云芝，一大早在儿
子的护送下前来乘坐大巴。

她在上海帮忙带孙子。儿子今年
不能回乡过节，又不放心她一个人回
家。听说老乡包车回家，其子连忙帮
母亲报了名。“在车上都是老乡，我感
觉很亲切。”葛云芝说。

上午9时许，在苏州平望服务区，
两辆大巴汇合，结伴而行。尽管大多
数老乡都是早晨四、五点就起床赶往
集合地，但回家的喜悦早已冲淡了困
意，车上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最开始在老乡群里看到这个信
息，还以为是骗人的，几经打听才确认
真有这样的好事，于是就赶紧报名
了。”家在崇阳的孙金芳说，每年最头
疼的事就是难以买到回家过年的票，

“没想到今年运气真好，和老乡们一起
包车回家。”

当然，也有人留下了遗憾。8日
晚，4名在杭州的咸宁老乡，正在为没
能购到火车票发愁时，看到咸宁日报
传媒集团直播爱心大巴返乡的信息
后，要求搭乘大巴。但因时间太过仓
促，无法成行。一名老乡在电话里
说，希望来年能提前告知信息，早作
准备。

长途跋涉，乡情萦绕快乐大巴

上海到咸宁，将近900公里的路
程。对于游子来说，回家的路虽然有
些漫长，但是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
的。

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开启24小时全
程直播模式，吸引了广大网民围观。
车上的老乡们也纷纷通过直播镜头，
提前向家里人问好。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孩
子，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通城妹子何艳丽对着镜头说。

“爸爸妈妈，崽崽，我虽然在外面
打工，但是我时时刻刻把你们放在心
里。感谢上海市咸宁商会千里之外接
我们回家。”同样来自通城的黎瑶用乡
音向家乡的亲人打招呼。

在直播平台的评论区，网友们也
纷纷留言。

网友“王剑平”说：“今天上班，上
海同事都问‘你今天怎么没有回家，你
们老家的爱心大巴来接你们回家过年
了。’真的，幸福满满。”

网友“清清”一直关注着直播，不
时询问旅途进展，并留言说：“一路辛
苦啦！”

为了让老乡有个舒适的旅途，商
会工作人员还特意为乘车的老乡准备
了面包、矿泉水、头枕、晕车药等物品，
这些体贴而周到的长途必备“神器”，
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路途疲惫。

记者发现，这趟回家路，大家相互
沟通，相互添加微信，拿出准备的零食
分享品尝，还约着节后回去要多聚聚，
老乡们互相有个照应……怡然成了一
趟老乡交流之旅。

一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通城老乡
还跟大家热情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运
营情况，谋求与老乡之间有进一步合
作的机会。

回报桑梓，乡恋铺满反哺之路

2月9日晚上22点30分，经过15
个小时长途奔波，爱心大巴终于缓缓
驶入咸宁市区。

一看到家乡的街道，车上的老乡
们一扫疲惫，纷纷聊起天来，车厢里充

溢着浓浓的乡音。
虽已是深夜，但设在市体育中心

的接车地点，市工商联副主席、市总商
会副会长徐晓燕和上海市咸宁商会执
行会长、上海鄂嘉刀具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从富等却早已赶到这里迎接，顿
时让千里之外回来的老乡，一下车就
感受到一股冬日的暖流——商会早已
安排了去往各县市区的车辆，开始有
序地转运老乡。

一个多小时后，微信群里纷纷传
来信息“我到家了，谢谢”、“安全到家，
好开心”……

“爱心大巴送在沪咸宁老乡回家
过年的公益活动，是一次会员聚会时
提出的，当时大家纷纷响应，我和执行
会长李志军当即决定赞助两台大巴。”
全程与老乡们一起在昆山乘坐大巴回
来的上海市咸宁商会会长邱红光告诉
记者，该商会的宗旨就是“服务会员、
反哺家乡、热心公益”，为在沪的咸宁
人搭建一个服务平台，承担起企业家
的社会责任。

“这是为在沪的家乡人做的一件
好事和实事。”上海市咸宁商会执行
会长李志军是嘉鱼人，在上海工作生
活已18年。他说，过去在外求学时，
每年寒假返家和回校，都要面临抢票
的难题。此次商会发起“情暖回家
路·伴爱同行”公益活动，他当即表态
支持。

据了解，作为创业有成的企业家，
邱红光、李志军等咸商不仅通过开展
公益活动来反哺家乡，还坚持投资家
乡、建设家乡。其中，邱红光不仅在赤
壁注册陆水河一期基金，还将子公司
湖北胜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在
了贺胜金融小镇；李志军往内地拓展
业务设立的分公司，第一站就选择了
咸宁。

情暖回家路
——爱心大巴接在沪咸宁老乡回家过年网络直播手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陈小彬 程昌宗 夏梦琪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具有采矿权资质条

件的独立企业法人，并具有良好的资信，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
加报价竞买，不接受自然人申请和联合报名。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并按照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
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
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
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咸宁市
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操
作说明》和《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
买 人 可 登 录 咸 宁 市 国 土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
219.139.108.3/GTJY_HBXN/#）进行查询或者登录咸宁市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219.139.115.115/xnweb/）进行链
接。申请人可于2018年2月13日至2018年3月28日，在网上
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
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28

日下午16时，网上报价时间为2018年3月17日上午8时到
2017年3月30日上午11时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
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时
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采矿权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
自行踏勘现场。

八、保证金缴纳银行：
开户单位：崇阳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崇阳财富广场支行；
帐号：42001696408053000042。
九、如果在使用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

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
联系：

采矿权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
陈先生 0715-8126510
采矿权业务咨询：崇阳县国土资源局
柳先生 13886515126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周女士 15971562219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挂牌矿区编号
采矿权名称
矿区位置
矿 种
矿区面积

矿区范围
（80西安坐标系）

本次出让开采标高
保有资源储量（333+334）

实际可开采储量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竞买备用金（含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咸矿网挂KG[2018]03号
崇阳县路口镇白羊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崇阳县路口镇泉口村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0.054平方公里
X Y

1、3275220.826，38526817.571
2、3275220.487，38527101.164
3、3274997.900，38527020.436
4、3274998.993，38526817.947

+315米至+240米
341.55万吨
206.47万吨
3.44年
20万元

不少于100万元的银行资信证明
87.47万元

湖北省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矿网挂KG[2018]0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
办法》和《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法律和规定，经崇阳县人民政
府批准，崇阳县国土资源局定于2018年2月13日至2018年3月30日，在湖
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矿网挂KG[2018]03号采
矿权，并委托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矿区基本情况表：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
员李炯报道：昨日，市委常委、
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
锋，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福卿
率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慰问重点企业，并启动安全生
产大检查活动。

杨良锋一行先后来到黄鹤
楼酒业、红牛、奥瑞金、天化麻
业、南玻光电等重点企业和昆仑
燃气咸宁门站，向企业全体员工
致以新春的问候，为春节期间坚
守岗位的员工送上新春祝福。

杨良锋表示，2017年，这些
重点企业为高新区贡献了超过
10亿元的税收收入，为高新区的

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2018年，高新区将一如既往加强
对红牛、奥瑞金、华源印铁产业链
的扶持力度，关心支持企业发展，
全力做好服务、协调工作，希望以
上企业继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引领园区经济不断发展。

杨良锋强调，企业是安全
生产的责任主体，任何时候都
不能对安全生产掉以轻心。春
节期间，各企业要强化安全生
产责任制，通过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
患。要加强值班值守，制定周
密的安全生产预案，确保度过
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咸宁高新区开展慰问活动

强化企业春节生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