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风物

咸宁中心县委机关遗址位于咸宁市
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中田畈何功伟烈士
纪念园旁边，是一所当时具有现代小学
雏形（中田小学）的两层欧式风格的四合
院，由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等出资主持
兴建。

1938年7月初，中共湖北省委决定
继续发展鄂南工作，指派时任中共武昌
区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的何功伟回鄂
南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何功伟回鄂南后，与黄全德、潘际

汉、林平等联系，在柏墩（今咸宁市咸安
区桂花镇）中田畈的中田小学建立中共咸
宁（今咸安区）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
下辖咸宁、蒲圻（今赤壁市，下同）特支、阳
（今崇阳县）通（今通山县、通城县）县委。
中心县委机关就设在中田小学内。

1938年8月，为对阳新、大冶（今大
冶市）、鄂城（今鄂州市）、武昌（今武汉市
江夏区）、咸宁、嘉鱼、蒲圻、通城、通山、
崇阳等鄂南10县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中
共湖北省委决定中共咸宁中心县委改为

中共鄂南区特别委员会，特委机关迁至
仙人墩。

虽然特委机关迁走，但由于何功伟
的家在这里，鄂南特委的很多重要会议
仍在这里召开、很多重大决策仍在这里
研究确定。同年8月中旬，机关已迁至
仙人墩的鄂南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研
究建立抗日武装问题。会议通过何功伟
提出的3点意见：1、共产党员要带头出
钱出粮，保证人民武装的给养；2、要发动
在大革命时期打冲锋的同志及其家属踊

跃参加抗日武装；3、加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士绅，利用各
方面关系，联合建立武装。

会后，在鄂南特委的领导下，咸宁、
崇阳、阳新、武昌等地相继建立起几支联
合的人民抗日武装。

中田小学在文革中被毁，现为稻田。

咸宁中心县委机关遗址
○ 吴剑

地名趣谈

通山县慈口乡狮岩村面临富水湖，
背靠狮崖山，三座形如狮子的山崖，或耸
立或卧躺或昂头，动静喜怒，形神兼备，
可谓惟妙惟肖，村子和山的名字都来源
于此，故因此得名流传。

狮崖的传说更是动人心弦，可悲可
泣。明朝弘治年间，日夜唯恐皇位不稳
的皇帝，听到富川之地有“六甲出天子，
上洲出霸王”的民间谣传，立即派兵千
名，赶赴富川（今富水湖）的六甲（今狮岩

村）与上洲（近慈口村）两村，挖断风水龙
脉，七天七夜毁山不止。

可官兵们发现，头天挖的深坑当夜又
复平，很是蹊跷奇怪。见此，一位巫师建
言：“白天千人挑，晚有万神填，只怕狗血
淋。”官兵们当即淋上狗血，当挖到坑中渗
出来的殷红的血水时，方才罢手。

恰在此时，附近有一怀孕的农妇，一
下子生出来三个奇怪的胎儿，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一个花脸。农妇一家大惊失

色，误认为红脸、花脸小儿是怪物，随即
用针扎死。怪异的事情还在继续，白脸
小孩不到半岁便突然开口说话，听说两
位兄长已死掉，气得七窍流血，说完“龙
脉断也”四字后，便口吐鲜血而亡。村民
们大惊失色，以为得罪天神，全村百姓跪
拜一日一夜，并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后来，三个幼童被村民们依次厚葬
于后山三个坟包。次日一早，人们发现
三个坟包形成了三座狮子状的崖峰，雄

踞富川河北。一崖如雄狮昂首，注目东
方；一崖如暴怒之狮，仰天而吼；一崖如
藏林之狮，大有一跃而出之势。故狮崖
山的称号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村子也改
成了狮岩村。如今当人们泛舟富水湖，
仍举目可见三狮崖的形貌。

狮 岩
○ 徐浪 整理

珍贵的历史遗存

10日，记者走进位于咸安区浮山办
事处太乙村的沈鸿宾故居，近距离感受
那段厚重深邃的历史风云……

“我们太乙村不仅有温泉，还人杰
地灵咧！”当日，村民带领我们来到沈鸿
宾故居。古宅坐落在太乙村一处山丘
上，为典型清晚期湖北地方建筑。砖木
结构，白壁灰瓦，回廊深深，飞檐翘角，
风貌古朴庄重。

整个故居建筑面积达1400余平方

米，共有房屋63间，天井9个。记者看
到，木楼为雕花护栏与两侧厢房连接，
廊道相通。屋外青砖到檐，石门、石窗
两侧还有防火墙。门庭左右绿树排列
有序，环绕着这座古老的院落，仿佛在
等候着当初建造庄园的故人。

堂屋正中的第一层门楣上，嵌有
“将军第”三个大字，由光绪帝亲笔题
书，现在字迹仍清晰可见。第二重大
门前檐同样有一块大匾，以大理石凿

成，有同治帝亲笔提书的“皇恩旌裱”
四个大字。整座古宅，各处雕刻的花
草鸟兽和几何图纹，仪态万千，精美绝
伦。

值得一提的是，沈鸿宾故居是湖北
省重要的涉台文物。故居建筑体量较
大，规格较高，做工精良，为较典型的鄂
东南民居，是研究湖北乡土建筑的重要
文物。2008年，沈鸿宾故居被湖北省
政府列为第五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祖堂屋有二根过梁腐烂，木
雕亭楼阁有小部分被损坏，石雕‘皇恩
旌裱’上的二条石龙尾部受损，整座古
宅基本保存较好，仍可依稀窥见当年风
采。”太乙村村支书沈三群告诉记者，在
故居附近，沈鸿宾祖上三代的墓群已经
被发现，届时可进行开发，与沈鸿宾故
居构成更加完整的景点。

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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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属的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

局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

咸宁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与湖

南、江西接壤，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目前，我市

境内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处。从今日

起，本报推出“走进咸宁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系列报道，向读者推介鄂南大地上形态各异、

特色鲜明、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遗址，以促进

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利用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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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建筑“活”起来

细雨蒙蒙，青灰砖墙围起来的院子
里，工人们正在忙碌着砌砖、补漆……
这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久
将重焕新生。

“我们专门设计了图纸指导修缮，
在原样基础上修复。你看门前石雕花
纹，请了师傅一点点凿出来，整整修改
了两个月。”北京同兴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张晓飞介绍，院里的木材
都是花高价买来的进口花旗参、铁杉
等。工人师傅利用挖补的方法，或削或

刨修复墙体，而补漆的方式也根据最传
统的方式，重复刷四五遍“大漆”，再风
化做旧，力求重现古宅昔日的色彩。

村民们纷纷感慨，沈鸿宾故居的存
在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时时提
醒我们，团结同胞，收复台湾，统一中
华。使之修缮好、保护好，顺利对外开
放，会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

作为文保单位，加之位于乡民聚居
地附近，沈鸿宾故居平时都是开放的，
村民们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可以到此玩

耍，日常的开放让这座近200岁的文物
“活”了起来，也让更多人也能看到、了
解到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村民们的心声是我们思考的课
题。”沈三群介绍，除了着力恢复建筑及
庭院的历史原貌，成立综合的历史文化
旅游景点，村委会还将以沈鸿宾故居为
圆心，打造四季花海，修建环形旅游公
路，届时，可以与太乙温泉、太乙洞等景
区连成一片。

名人故居的保护，不仅是重现建筑

型制的保护，更重在对老宅所附着的历史
信息、人文气息的继承发展。沈鸿宾故居
的优势是什么？“山好，水好，风景好！”沈
三群的回答响亮又欣喜。的确，依托太
乙村的温泉旅游集群效应，沈鸿宾故居
的多元化保护发展无疑有了多重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
明报道：近日，笔者采访获
悉，赤壁市业余作者袁俊散
文集《汛起汛落》由团结出
版社出版发行。

袁俊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末出生，业余时酷爱写
作，近年来先后在《经济日
报》《中国交通报》《中国建
材报》等全国近百家报刊
杂志发表各类文章 1000
多篇。这次出版的《汛起
汛落》由《屐痕处处》《家庭
手记》《鎏金岁月》和《心灵

感悟》四辑组成，全册 13
万字。短小精悍，言简意
赅，是该文集最鲜明的特
色，《屐痕处处》文化而隽
永、《家庭手记》情真而意
切、《鎏金岁月》积极而阳
刚、《心灵感悟》智慧而释
然。

作者作品大多以现实
为题材，语言朴实、亲切，以
其表现平凡生活非常接地
气的匠心描写，让人在获得
阅读惊喜的同时，也获得了
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启迪。

赤壁

业余作家出版散文集

本报讯 通讯员孟晚
霞报道：近日，咸安区图书
馆在咸宁市第五初级中学
举办以“读经典 学新知 链
接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19
咸安区全民阅读活动。

活动以红色图片展览、
红色经典讲座、红色诗歌颂
读为主线条。活动现场，朗
诵者声情并茂的《我深深爱
恋的祖国》诗歌带诵，精彩的
《品红色经典 明时代精神 立
报国之志》教授讲座，100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英雄模范人
物事迹图片展览等都深深地

吸引了师生们。大家颂读时
精神振奋，互动热烈，并认真
做着笔记，特别是讲到血战
汀泗桥时，同学们感慨不已
……整个活动反响热烈，受
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据悉，此次活动共制作
20个宣传展板，提供流动图
书3000册，赠送图书阅读卡
和移动图书馆阅读卡 600
张，互奖品20份。图书馆相
关负责人表示，期望广大读
者全民阅读活动为契机，在
读中学，在学中乐，让书香充
溢精神世界，链接美好生活。

咸安

开展红色书香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孙剑
报道：“这次被嘉鱼县委宣
传部聘为特约通讯员，我们
将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积
极为我县的新闻宣传工作、
经济社会发展及精神文明
建设作出贡献”。近日，被
县委宣传部聘为特约通讯
员的文艺骨干当场表态。

据悉，为更好地做好新
闻宣传工作，助推嘉鱼经
济发展，宏扬社会正能量，
讲好嘉鱼故事，传播嘉鱼
声音，使作家和摄影家们

充分发挥自身的写作、摄
影方面的优势，助推嘉鱼高
质量发展，嘉鱼县县委宣传
部决定在县作家协会和县
摄影家协会中遴选政治素
质过硬、业务精良的部分骨
干为特约通讯员，同时制定
了特约通讯员相关制度和
奖励办法。

经过协会推荐和县委
宣传部综合审定，决定聘请
县作家协会、县摄影家协会
各10名骨干为特约通讯员，
聘期为两年。

嘉鱼

文艺骨干被聘为特约通讯员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
聪、陈兰报道：近日，笔者获
悉，通山县重点民生项目
——县新图书馆完成布展，
已于5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

据悉，新图书馆改扩建
项目为了扩展延伸现代化
图书馆的功能作用，满足本
地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该项目总投资约350万
元，总建筑面积 3263 平方
米。主体建筑包含展示厅、
外借室、电子阅览室、少儿阅
览室、参考咨询室、地方文献
室、中文期刊室、报告厅、读
者活动室等相关配套设施。

此次开放的区域包括
二层报刊阅览馆，三层少儿

阅览馆，低龄儿童阅览区，
亲子体验区，四层自然科学
阅览馆，电子阅览区（含视听
区），我市著名作家李城外先
生捐赠图书专区，五层社会
科学阅览馆，李自成、朱廷立
文化研究成果专区，六层文
史典籍馆，学术报告厅等。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
馆拟藏书30万册，将打造成
馆藏特色化、服务多样化、设
备现代化的特色图书馆。新
馆建设将完善该县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形成新老城区公
共文化设施合理均衡布局的
同时，进一步满足市民阅读
需求，全力打造一项人民满
意的文化精品工程。

通山

新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

本报讯 通讯员余玲
玲、田丽报道：近日，由湖北
科技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党总支学生支部和院分团
委、学生会联合举办的“百
年青春心向党，矢志建功新
时代”——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井盖涂鸦系列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

从当日上午九时开始
准备，同学们分头行动，团
结协作，开始为井盖换上新
衣。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历
时5个小时，完成了“奋斗”、

“青春”和“中国梦”三个井
盖的涂鸦。

据悉，井盖涂鸦作为数
统学院的特色活动，已连续
开展了3年。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井盖涂鸦旨在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并且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引导、
激励全体学生党员，继承和
弘扬“五四”精神，激扬青春
和爱党爱国主旋律，打造富
有生机活力、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的学生党员队伍，引导
该校青年在活动中坚定理
想信念，树立远大志向，矢
志不渝地为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主义社会而努力奋
斗。

湖北科技学院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咸安沈鸿宾故居

清风明月映古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走进咸宁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①

修缮规划在行动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我对这里可
熟悉啦。”得知有人来访沈鸿宾故居，太
乙村51岁的村民沈峰很是热情。义务
宣传推销此处景点，已经成为沈峰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依据沈氏家谱，沈峰是沈鸿宾的旁
支亲戚。“都说安土重迁，要离开世代居
住的房子，哪个舍得呢？但为了配合故
居修缮，很多周边村民都自发搬出来
了。”沈峰从小就在沈鸿宾故居旁的民

宅长大，整座古宅周边共有23户109人
居住，为了保护文物，村民们积极响应
村委会号召，另外选址搬迁。村民们还
自发组织巡视沈鸿宾故居，防止建筑出
现毁损或火灾。

居民自发搬迁，只是沈鸿宾故居修
缮工程的一个缩影。为挖掘咸安文化，
早在2013年，民建咸安区总支会员政
协委员刘金先、刘玉祖、饶启煌、陶世忠
提出建议：将沈鸿宾故居进行保护和修

缮，纳入咸安区人文旅游景点。
此建议引起了咸安区委区政府的

重视，相关部门因此立项，通过几年的
努力，沈鸿宾故居现已确定为全国第七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投入项目资金
1600万元。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区
博物馆、浮山办事处等联合成立了沈鸿
宾故居保护领导小组，负责故居保护和
改造的协调工作。咸安区文化和旅游
局随后聘请北京同兴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为沈鸿宾故居做文物保护规划
和修缮方案。

自2015年启动沈鸿宾故居修缮工
作以来，咸安区浮山办事处积极配合区
委区政府，组成工作专班，全力做好故
居修缮前期工作。通过召开宣传动员
会、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增强居民文物
保护意识；协助参与故居新旧建筑物剥
离、找寻沈鸿宾墓地等工作，为工程建
设提供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