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城发

由咸宁城发停车场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滨河东路临时
停车场、香吾山公园东入口临时停车，现已经全面完工，处于试运行期
间，其中滨河东路临时停车场位于老财税学校对面，可提供停车泊位72
个，香吾山公园东入口临时位于文化广场旁，可提供停车泊位51个。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喜迎军运会，滨河东路临时停车
场、香吾山公园东入口临时停车场在试运行期间现对外免费开放，供市

民免费停车。
咸宁城发停车场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公 告

受委托，原定于2019年10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509室（嘉鱼大道1号）举行嘉鱼县新
街镇人民政府所属位于嘉鱼县新街镇平安洲渔湖三年租赁权专场拍卖会，经委托人同意决定将上述拍卖会延期举行，恢复拍
卖另行公告。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公司地址：咸宁市邮电路特1号添地缘小区A1栋3单元201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嘉鱼新街镇渔湖租赁权拍卖延期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0月16日上午9时，在创拍网（网址:www.16cia.com）上依
现状对崇阳县4辆小汽车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标的具体信息详见:www.16cia.
com。联系人：蒋女士 18071260842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车辆网络拍卖公告

赤壁市柳山湖镇人民政府遗失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号码为
001282585，特声明作废。

王国宏（身份证号码：44190019740601073X）遗失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
资格申请表，特声明作废。

刘志兵遗失残疾证，证号：42120219751018107062，特声明作废。
朱鹏程遗失高新温泉味可居特色小吃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21200MA4DDKRY1M，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受委托，我公司兹定于2019年10月22日下午15时在咸
宁市咸安区水利和湖泊局会议室（咸安区政府斜对面）公开举
行“咸安区政府单位一批旧机动车”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33台旧机动车(详见清单),车型涵盖
普通轿车、越野车、面包车、商务车、皮卡、货车，车辆品牌涵盖
马自达、五菱、别克GL8、丰田、大众帕萨特等。

车辆信息从咸安发改价认（2019）48号中摘要,仅供参考。
二、拍卖展示时间及地点：2019年10月18日8时至2019

年10月21日下午17时在咸安区政府公开展示，请有意者自行
到车辆存放现场了解详情。

三、竞买登记流程：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10月21日16时前向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到
账为准），凭竞买保证金收款收据和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到湖
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提交竞买申请，方可取得

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四、特别说明：1、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万元的只限竞得一辆，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万元的，不限
竟得数量。）

2、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
五、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沈先生
电话：18871500917 15571571591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楼
（二）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开户银行：湖北省咸宁市工商银行泉塘支行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咸安区政府单位一批旧机动车拍卖公告

公 告
2019 年 10月 8日至 2020年 1月 15

日，S319咸赵线古田至咸安区崇阳县界点
潘尤岭段（K8+700—K21+794）路面进行
大修，在道路施工期间严禁大型汽车、牵引
车、挂车等中大型车辆通行，2.5米以下小
型汽车可正常通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咸安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咸安区公路管理局路政大队

2019年10月9日

去年底以来，赤壁市不断加强森林消
防灭火应急救援，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效
果显著。其间森林火警、过火面积比上一
个消防灭火期减少9起、35.5亩，分别减
少20%、59%。实现了连续11年未发生
大的森林火灾的目标。

该市及时调整了市森林防灭火指挥
部成员，市政府已与各乡镇签订了森林防
火责任书；制定预案。及时修订了《应急
预案》，对森林消防人员开展了培训，对消
防队员实行统一管理，在车埠镇枫桥村一
山头模拟火灾现场开展了30人参加的实

战演练，提升了消防队员的实战能力；今
年在森林防火期，在电视台播放“森林防
火，人人有责”公益广告。召开了专题会
5次，各乡镇出动宣传车3000余台次，播
放宣传磁带3000余场次，发放、张贴“十
不准”、“戒严令”35000份，新建固定宣传
牌80块，悬挂宣传横幅220条。今年“清
明节”期间，市应急管理局、市森林公安局
等部门共同组成专班，在进入林区道路路
口设立检查点，不漏一车一人，及时消除
隐患。

（通讯员 黄兵 沈捷 徐聪）

赤壁市加强森林消防灭火应急救援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县中医崇阳县中医
院骨伤科院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92019】】（（广告广告））

红色故事

1889年 12月 21日, 钱亦石出生
在咸宁县（现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钱
家庄一个书香人家。

1909年夏，钱亦石与堂弟钱塘一
起入汉口商业学堂求学，开始接触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后来，因家庭经济
拮据，钱亦石中途辍学，回到家乡从事
村乡教学。1915年下半年，钱亦石再
次到武昌，寻求救国的途径。

1916年秋，他考入国立武昌高等
师范 (武汉大学前身)预科，一年后转入
博物部学习。1920年夏，钱亦石以优秀
成绩毕业于武昌高师，被湖北省教育厅
录用为科员。1920年下半年，他支持创
办了云庄学校。1921年，董必武任湖北
一师训育主任，钱亦石也被聘为伦理学

教员。随后，“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
“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宣告成立，进步
人士郭肇明为名誉董事长，董必武为董
事长，陈潭秋、钱亦石、恽代英等为董事。

此后，钱亦石主要任武昌高师附
小教导主任，兼任中华大学博物教员。
共产党组织在湖北建立后，马列主义得
到迅速传播。钱亦石认真阅读各种政
治理论书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
绍，钱亦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钱亦石
入党不久，即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协助董必武筹建国民党
湖北省临时党部。临时党部成立后，钱
亦石负责宣传工作。

1928年 1月，钱亦石根据党的决

定，秘密到达日本东京。他在这里集中
精力研读了《资本论》并和杨贤江、董必
武等领导了东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秘
密组织。8月，钱亦石和董必武转往苏
联莫斯科，被分配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
义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钱亦石从苏联回到上海后，阳翰笙
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指示，和他
联系并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从此钱亦
石开始了文化推进者的生涯，进行翻译
著述工作。

1936年至1937年，钱亦石任中国
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
化界总同盟成员、苏联之友社党团书
记，还与邹韬奋等人组织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通过这些组织，团结左翼知识

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
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列主义，并在学生、
职工中开展文化教育运动。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根据周恩
来的指示，钱亦石担任第八集团军服务
队少将队长，率领30多位作家、艺术家
奔赴抗日第一线，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
实行军民联合抗战。因忘我工作，积劳
成疾，于1938年1月29日在上海不幸病
逝，享年49岁。2月27日，武汉各界在汉
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送的挽联上写着“哲人其萎”，
表达了对钱亦石深切的悼念之情。

“红色教授”钱亦石

本报讯 通讯员周益民、
刘秀丽报道：近日，咸安区作协
在咸安区高桥镇澄水洞村举行
刘昌杰新书《耕夫晚唱》首发式
暨研讨会，用这种特别的方式
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区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和来自市、区
的30位作家、诗人、重庆高校教
授参加了会议。

当晚，举行首发式后，与会的
作家、诗人、评论家各抒己见，畅
所欲言，畅谈了对刘昌杰和其作
品的感受。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耕夫晚唱》一书以诗词歌赋为

主，兼收歌曲、曲艺、小品等作品，
可谓百花齐放，五彩缤纷，是一部
贴近老百姓生活、接地气的作品
集；刘昌杰年近古稀，长年生病，
却坚持在病床上创作，精神可嘉。

刘昌杰1952年出生于咸安
区高桥镇刘桢村，当过教师、文
化站站长、歌舞团演员，系湖北
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咸宁市首
届重点文艺人才。著有《山花
烂漫》《老牛放歌》《曲苑余香》
三本书。《耕夫晚唱》是作者近
两年抱病创作的一部作品集，
由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出版。

咸安区作协

举行《耕夫晚唱》首发式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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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XI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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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特别 报道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邓永红报
道：“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
人……”近日，赤壁市融媒体中心
演播厅隆重举办“重温红色记忆·
牢记初心使命”为主题的红歌比
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排练，
20余位参赛选手为大家奉献了
精彩的节目。通过接歌词、唱出
含有“红”、“歌”字的歌曲、拉歌

赛三个环节，歌颂党、歌颂祖国、
歌颂新时代。一首首，一句句，
满怀豪情，满腔热血，激荡在大
地，回荡着空中，唱出了干部职
工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厚意，彰显
了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经过2小时激烈角逐后，确
立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3名，达到了“颂党恩”、“抒
豪情”的预期效果。

赤壁

举办红歌比赛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
通讯员毛崇军、李晓梅报道：近
日，咸安区第七届花木盆景根
雕赏石展览会在区巨宁体育馆
隆重举行。一个个风雅美丽的
盆景，一个个形态逼真的根雕，
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赏石，浓缩
着各自主人的美丽匠心，吸引
着附近千余居民观赏。

纵观展出现场，眼光所到
之处，一盆比一盆有韵味，一株
比一株有精神。“丛林深处、梓山
风情、春韵、秋韵、叠翠景、枯木
逢春……”一个个盆景，一尊尊根
雕，一个个顽石，把人带到花木盆

景藏秀色，根雕玩石展精神之中。
“通过办展会，讴歌伟大祖

国繁荣昌盛，宣传咸安文明和
谐，展现咸安美丽多彩。”区林
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不断
推动咸安花木盆景根雕事业发
展，创作更多更美作品回报全
区人民。

据悉，此次展览会由咸安
区林业局主办，咸安区花木盆
景协会承办，区委宣传部等6家
单位支持。现场共展出210件
花木盘景作品，90余件根雕赏
石作品，展会将持续展出3天，
免费供市民观赏。

咸安

举办盆景根雕文化展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
陈兰报道：“展望未来，祖国激
励我奋发向前，鞭策我奋斗不
止，我将为祖国奉献青春力量
……”近日，一场激扬奋进的百
姓宣讲活动在通山县黄沙铺镇
上演，开启了“榜样引领进乡
村”的序幕。

活动现场，来自全县不同
岗位的7名宣讲员，用真挚的情
感、真实的故事、朴实的语言，
讲述身边人身边事，反映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各方面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以及
发生的标志性变化，感恩新时
代，传递正能量，感悟家国情
怀，在该镇干部群众中引起强

烈反响。
该镇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本次宣讲唱响了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焕发
了全镇党员干部和群众爱党爱
国爱岗的巨大热情，全镇上下
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积极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
实际行动，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基层干事创业中，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该县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该县“我和我的
祖国”百姓宣讲活动将在全县各
乡镇进行巡回开展，以身边榜样
的事迹汇聚更多正能量。

通山

百姓宣讲汇聚红色力量

农民诗人赛诗，农民诗人评
诗，写的又是农民身边的事。这
不，颁奖会在石门村举办，村里的
乡亲们都来观赛了。“农民写，农民
评，说农家，这个诗好！”村民老于
执意拉着记者走出赛诗会现场，指
着远方山坡上的田埂，还有近处村
里扶贫队新修的房子，说道：“他们
写的就是这些，可那么漂亮的话，
我说不出来，他们却写出来了，了
不起！”

颁奖会上，农民诗人登台吟
诵，台下观众在一唱一咏中，畅叙
幽情。乡村的秋日美景，也让乡亲
们“技痒”了。参观完颁奖会，村民
王晓玲喜气洋洋，自娱自乐作了首

打油诗：“梨花似雪地瓜甜，正是凉
爽九月天。我家门口诗不断，讨个
彩头庆丰年。”朗朗上口的韵脚，淳
朴美好的愿景，逗得众诗人和文化
部门工作人员忍俊不禁。

“文学从来就不是‘曲高和寡’，
而是雅俗共赏。”市文联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农民诗歌赛作品体裁
丰富，而且亮点纷呈。并没有局限
于人生的小情感和现实生活，而是
格局开阔，立意高远，抒发了新时
代背景下农民开阔进取的精神和
奋发拼搏的干劲，也传播了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

“很多资深诗词作者经常到这
里采风和创作,发现很多村民爱好

诗歌、对联。”市诗词楹联学会成员
们介绍，为了参加这次颁奖会，他
们有的成员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专
程从外地赶来，但丝毫不觉劳顿。

暖阳下，香城泉都的土地上，
诗歌与桂花齐飞扬。乡村振兴的
灵魂是文化振兴。此次大赛的主
题是“美丽中国·乡村振兴”，通过
大赛，激发农民用诗歌赞美农村新
生活，讴歌新时代，有助于弘扬诗
歌文化，打造国内高规格的诗歌盛
会，抒写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讴
歌新中国成立70年的沧桑巨变，
增强文化软实力，以诗为媒，以节
会友，提升咸宁生态旅游文化品
牌。

当农民遇上诗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张丹 周益民

咸宁是一片文化热土，近年来涌现

出众多诗词爱好者，他们在家乡文化环

境的引领和滋润下，创作出了一批弘扬

传统文化、表达真善美、讴歌新时代的

优秀文学作品。日前，我市举办了“美

丽中国·乡村振兴”全国农民诗歌邀请

赛，记者聆听一群文学爱好者与诗歌的

不解之缘和传奇故事。

近日，“美丽中国·乡村振兴”全国农民诗
歌邀请赛颁奖典礼在咸宁市通山县南林桥镇
石门村举办。

该文学赛事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咸宁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咸宁市农业农村局和咸宁高
新区横沟桥镇人民政府主办，4月初启动，7月
底截稿，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4823名农民作者投稿11653件，按
新、旧体诗分为两类，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
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19名，组织奖3
名。河北农民诗人张凡修、湖北农民诗人许上
银分别获得新诗和旧体诗类一等奖。

获奖作者代表参加了颁奖典礼和2019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北主会场的互动活动，集体
朗诵了一等奖诗作；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连
续十年节目主创和声音奉献者王向群朗诵了
获奖的优秀作品；省书画名家现场创作，将获
奖作品融入书画作品之中。获奖作者代表还
赴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开展了实地采风，体验
当地乡土文化和农民诗歌小镇建设。

据悉，咸宁市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汉族民
间叙事长歌之乡”，横沟桥镇是咸宁最活跃的
农民诗歌小镇。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
由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倡议、并
纳入农民丰收节活动内容的全国性诗歌赛，是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更多的农民诗人拿起
手中的笔，抒写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讴歌新
中国成立70年的沧桑巨变。农民诗歌赛极大
地丰富了农民丰收节的内容，体现了新农村建
设从外在美向内在美转化、从物质文明向精神
文明升华，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亮点。

得知《无端动荡（25首）》获得
一等奖，张凡修谦逊地说：“也就是
运气好而已，不过心里真的非常开
心。”

张凡修出生于1958年，是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其诗歌入选《中国诗
歌年选》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地
气》等三部。曾获河北省作协2010
年度“十佳优秀文学作品奖”之唯一
诗歌奖、《诗刊》《星星》联合评选“中
国十大农民诗人奖”、《星星》“记住
乡愁”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等多种
奖项。

张凡修对于咸宁最大印象是
2014年，咸宁把“50万元奖金”颁

给了江西诗人邓诗鸿。他说：“咸宁
是一座充满文化自信的城市，是滋
养诗人的福地，必将迎来经济腾飞，
人民发达。”

凭借《鄂南行吟》（组诗）》获得
新诗组优秀奖的方钰霆是嘉鱼县官
桥镇米埠村人，70后的他是咸宁市
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家级重点刊物发
表了众多作品，获“共享长江时代”全
国诗歌大赛优秀奖、中国作协萧军文
化研究会《新国风》诗刊优秀诗歌奖
等奖项，著有诗集《裸琴》《南方的花
园有阳光》，散文集《花样年华》。

获得此次大赛的新诗组优秀
奖，方钰霆的心情依然十分激动：

“这次活动是家乡主办的，是中国农
民朋友的一次展现自己才华的机
会，也是对我重拾诗歌写作的鼓
励。”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的许上银以
一首《农民诗人情怀》夺得旧体诗组
一等奖。他说出了“连拿大奖”的秘
诀：“一是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我的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二是我周边浓郁
的诗词楹联氛围为我的创作营造了良
好的环境。洪湖市大同湖管理区是
中国楹联文华之乡、中华诗词之
乡，其中中国楹联文化之乡是我任
分会会长时创建的；三是这些年来，
我不倦地学习求索，笔耕不辍。”

一群作者激发创作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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