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深入生活汲取素材

“通过实地采风，使我了解官桥八组在改革开放
前贫穷落后到现在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6月下旬，咸宁市报告
文学学会一行举行“聚焦乡村振兴、走进美丽官桥”
文学采风活动，大家表示深有感触。

据了解，为加强报告文学作家“四力”建设，深入宣
传嘉鱼县官桥镇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文旅建设、特色产
业、工业发展等建设成果，咸宁市报告文学学会与嘉鱼
县官桥镇联合开展“聚焦乡村振兴、走进美丽官桥”文学
采风活动，这也是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场采风活动。

当天，市报告文学学会及嘉鱼作家协会共20多
名作家先后深入到官桥八组，通过观看宣传片、到展
览厅、现代农业示范园和金色年华养生谷网球场、沙
滩浴场、郁金香花区等地参观考察，作家们不仅感受

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飞速发展，也领略了山水自然
之美，为报告文学创作注入灵感和活力。

写报告文学，采访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进行采
访，重点应是写作对象周围的有关的人。”市报告文
学作家们认为：写报告文学，应该“六分跑，三分想，
一分写”，要有“踏破铁鞋”的精神。采访对象决不会
告诉作者：“我有几个故事，你写进去准保会成为一
篇好文章”。只有向周围的人采访，才可以获得许多
生动的典型的细节。

“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侦察兵、尖兵。”主办
方表示，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敏锐与深刻揭示，也是报
告文学创作题的应有之义。组织作家们深入基层创
作，既能培养人才，也能让报告文学更具感染力和吸
引力，是助推我市报告文学发展的有力措施之一。

2 讴歌时代发展变化

成立报告文学学会，是我市报告文学发展出现
了新格局、新气象、队伍不断壮大的自然结果。

“隽河一水，迤迤逦逦，自西向东悠然而至县治
天城，左折向北，注陆水，入长江，浩浩荡荡。就是这
条被时光打磨了几千年的隽水，聚百泉千河万溪之
灵秀，滋润着这一片沃土，生生不息地哺育着一代又
一代崇阳儿女，从平凡走向成功、从成功走向辉煌、
从辉煌走向伟大。”此前，崇阳县文艺工作者、作协会
员、新闻媒体等各界人士及各有关负责人近百人，参
加了由该县草根作家沈二民撰写出版的《当代崇阳
人》纪实报告文学集首发仪式，共同见证了该书隆重
的发行时刻和作家的朴实风采。

参会人员对该书的辛勤付梓及流畅、精彩的文
笔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他们还评价
这本书的成功出版，实乃新时代的励志之作，不仅可

激励千万崇阳人今后更加勇于开拓、锐意进取，而且
还是对《崇阳县志》和崇阳文史资料的有力补充。

该书抒写的当代崇阳人均是充满正能量的重量
级人物，既有继往开来的党政军、学术界成就者，也
有从普通劳动者到商界尽显时代风流的楷模、精
英。这些当代崇阳人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爱
国、励志、求真、力行上都发挥了自己的重要作用，是
一本值得阅读借鉴和收藏之佳作。

纪实报告文学《当代崇阳人》出版并引起热烈反
响，正是我市报告文学发展的亮点之一。从沈二民
等一批本土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确实出现
了新格局、新特点，也有很多新变化。这些作家刻画
时代新人，以文学方式解读和阐释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波澜壮阔，成为报告文学这个时代文体的强音，
这是近年来我市报告文学最鲜明的特色和亮色。

文化视点
wenhua shi dian

当日，来自全市的三十多名代表和市作协全体全
委出席会议。大会宣读了市文联关于成立咸宁市报
告文学学会的批复。审议通过了学会筹备工作报告
和学会章程。宣读了学会理事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

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
间，兼有新闻和文学的特点。报告文学是运用文学艺
术，真实、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的一
种文学体裁。它的基本特征是新闻性、文学性、政论
性。是用文学手段处理新闻题材的一种文体，叙写现
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先进人物，反映多彩多姿的生
活，揭露被人们嗤之以鼻的丑恶事物。

近年来，咸宁市报告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展现了咸宁人民精神风貌，讲好了咸宁故事。特
别是在今年，咸宁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抗疫报告文学作
品，在反映和展现咸宁人民伟大抗疫精神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同时，也再一次证明，报告文学这一文学
形式在塑造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形象，及时报告现实生
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的独特优势。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在贺信中写
道，希望学会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思想号召鼓励
下，立足当地，瞻望中国、世界，以真诚与热情投身创作，
讲好咸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追求实践过程中的动人
故事，为中国的报告文学发展繁荣发挥积极的作用。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田天在题为《湖北作家需
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贺信写道，我们应该做历史的
参与者、见证者、体验者、记录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
唱人民，在一回回热泪淋漓的感动中，用心用情用功
写下我们的作品，回答时代的课题。

1 成立报告文学学会

“文学不是娱乐，它是苦旅，尤其参与报告

文学创作，是一种付出，必须有担当精神。”近

日，咸宁市报告文学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赤壁召开。近年来，我市很多优秀的作家，都

积极参与到报告文学创作中来。他们中有笔耕

不辍的孜孜老将，有专职写作的科班少壮，更不

乏新锐的文学黑马，大家创作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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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艺馆

举办艺术公益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冯磊报道：7月1日，记者采访市

群艺馆获悉，该馆7月13日开始对外开设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
班。

市群艺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证公益培训资源使用的公
平性、均等性，每位学员限报1个班次。报名者须具备健康绿
码。此次公益培训班为期六个月，每周1次课，共24次课。培
训结束经考评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学员录取名单将在7月6
日后通过咸宁市群众艺术馆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凡经考核合
格结业的学员，将加入咸宁市群众艺术馆文化志愿者队伍。

此次公益培训班分为国画山水班、古筝班和古琴班。国画山
水班上课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00-8:30，参训内容以国画山水
临摹写生创作为主，教课老师是湖北科技学院艺术学院教师吉文
明；古筝班上课时间为每周三晚7:00-8:30，教课老师是桃李筝
天下工作室创始人杨桃；古琴班上课时间是每周日下午3:00-4:
30，教课老师是咸宁市梦溪梅庵古琴艺术传习所教师吴义绪。

报名时间为7月1日12:00至7月5日17:00，居民登录“咸
宁市群众艺术馆”微信公众号便可进行报名。

九宫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名山，有
“庐山天下秀,钟灵数九宫”之誉，是中国
著名的山岳风景旅游避暑宝地。九宫山
名称由来，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御览》：

“晋安王兄弟九人建九宫于此，故名。”明
万历九年《湖广通志》也说：“晋安王兄弟
九人建九宫于此山，遂以山名。”

九宫山风景区地处幕阜山脉中段，
总面积166平方公里。最高峰老崖尖
1656米，是我国中南部最高峰之一。九
宫山融险、奇、峻、秀、灵于一体，境内自
然景观、人文景观众多。

九宫山富有盛名的是唐宋的云关古

寺与瑞庆宫，碧水荡漾的云中湖，高耸云
端的铜鼓包，神奇奥秘的石龙峡和金鸡
谷，令人嗟叹的闯王陵，这些景点无一不
让人叹为观止。

九宫山历史上是中国五大道教名山
之一。据《太平御览》记载：晋安王陈伯
恭为逃避动乱，一路寻芳探幽，进入吴楚
交址的幕阜山脉中段，见这里群峰相拥，
溪流纵横，田畴宽阔；征粮取银，衣食不
愁；进退自如，极利隐居。他便取九九归
一之意，依山顺势，分别在九个山头修起
混元宫、八卦宫、青龙宫、白虎宫、斗姥
宫、无为宫、三清宫、七真宫、移花宫等九

座宫殿，命此山为“九宫山”。
自晋开始，九宫山名誉举国，受到历

代帝王将相，达官显贵，鸿儒名流的垂
青。唐初，伏虎禅师于九宫山扩建晋代
所始建的无量寿禅寺，佛号声传南疆北
国，日引香客千人。南宋淳熙十四年
（1187年），名道张道清在九宫山兴坛设
教，开基传道，香火长年不断，“朝山者
众，日达万人”，成为全国五大道场之
一。宁宗皇帝亲笔旌表，御赐“真牧堂”
牌匾。更引来王安石、宋濂、米芾、孟养
浩等文豪登山游览，挥毫泼墨。清顺治
年（1645年）五月，大顺皇帝李自成败出

北京后，率残部进入九宫山李家铺，被当
地乡勇戕身而亡，葬身小月山。

1926年九宫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
红军第五纵队司令员李灿、政委何长工
进驻九宫山。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领
导人胡耀邦、胡启立、王任重等先后考察
九宫山，1984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的胡耀邦登临九宫山时，兴致勃发，
挥毫写下“九宫山”三个遒劲大字，使九
宫山驰名中外。

1994年，九宫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翌年4月获评为国
家4A级风景名胜区，2011年，九宫山获
评灵秀湖北十大旅游新秀。

钟灵毓秀九宫山
○ 徐浪 整理

地名趣谈

来自报告文学的报告
——写在我市报告文学学会成立之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张丹 阮长兴

我市作家

新著《读懂雷锋》出版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张冲报道：近日，东方出版社

重磅推出红色作家、雷锋研究专家余玮非虚构带思考性的新著
《读懂雷锋》。

据悉，赤壁籍作家余玮通过20多年的大量寻访、研究，用平
实的语言、真切的细节、立体的阐述，以别样的视角呈现出一个
可敬可亲可学的普通人雷锋，真实还原雷锋生平中的一些亮
点，冷静回应社会上的一些杂音与质疑，深入探寻雷锋精神的
源头与形成轨迹及在新时代的力量。

全书围绕“一团火”“一滴水”“一块砖”“一颗钉”“一粒种
子”“一缕春风”六个部分展开叙述，并于今年雷锋诞辰80周年
之际完稿付梓，这是作者继其出版《寻找雷锋》《采访本上的雷锋》
《魅力雷锋》之后的第四本专著，全书感染力强，有温度、有态度、
有深度，在人们对于雷锋事迹耳熟能详的背后，又挖掘出了一些
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让一个真实而伟大、平凡而崇高的雷锋形
象跃然纸上。

赤壁

举行禁毒专题文艺演出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龚成报道：近日，赤壁市官塘驿

镇在官塘文化广场举行“创建平安官塘、积极参与禁毒”平安创建
文艺汇演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

活动现场，通过禁毒宣传展板、大屏幕播放禁毒视频和合
唱、舞蹈、小品、情景剧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毒品的危害、
打击毒品犯罪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禁毒斗争的直观生动场
面。精彩纷呈的节目引来观众阵阵热烈掌声，同时也给观众带
来了一次深刻的禁毒教育。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文艺汇演的方式宣传禁毒，号
召全民用歌声传播禁毒知识，进一步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增强
全民禁毒意识，提高教育转化成果，营造“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的浓厚宣传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陈彩娥报道：查看社区环境
卫生情况，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创建文明城市应
知应会知识，捡拾清扫垃圾，深入企业一线走访
座谈……“七一”前夕，为隆重纪念党的生日，进
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党性认识，市审计局党组班子
带着局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实际，积极开展为民做
好事“四个一”系列活动，营造浓厚氛围，喜迎建
党99周年。

6月30日下午，市审计局党员志愿者们走
进创文联系包保社区——咸安区环城社区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以及垃圾分类知识，打扫社区路面
清洁卫生，以实际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养成讲卫
生、爱劳动的好习惯，积极投身到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当中，共同打造干净宜居的美好家园。

活动中，了解环城社区在创文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针对“创文宣传基础工作滞后、垃圾分类箱
体设置不规范、河道清淤堆积泥沙围挡简陋、居
民通讯、电力等各类管线乱牵乱搭”等现象进行
认真研究，讨论对策，共商解决方案。

随后，一行人到咸安区包保企业武汉明乔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实地走访。对整个企业的厂房，
工地现场逐一参观，深入了解其工作流程和管理
模式，并与该企业负责人汪有军现场召开座谈
会，认真听取企业的情况汇报，针对问题现场研
究对策，提出解决方案。

会上，该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华成对企业当
前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竞
争，建议继续加强与高校的合作，着力推进产学
研用一体化，加大科技创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庆“七一” 助“创文”

市审计局党支部开展为民做好事活动

咸宁交投

本报讯 通讯员佘亚奇报道：为了继承
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进一步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7月
1日上午，交投集团组织开展以“忆党史、铭
党恩、强党性”为主题的庆祝活动。机关全
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活动。面对鲜
红的党旗，全体党员高举右手，再次庄严宣
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全体党员
声音铿锵、句句千钧，神情庄重地许下对党
和人民的承诺。

集团党委负责人说，自1921年成立以
来，党已经走过了99年艰辛而辉煌的风雨
历程。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繁荣和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
懈奋斗的历史。这99年，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9年，是我们党经受各
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
事业新局面的99年。集团广大党员要不忘
初心，保持政治本色，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彰显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落实集团党委
各项工作决策与部署，敢于担当、勇于奉献，
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集团全体党员干部还开展爱国卫生活
动，秉着扫扫更健康的理念，对办公大楼后
院周边环境进行除草、清扫，用实际行动为
营造整洁干净的环境卫生贡献着自己的一
份力量，让七月的党徽闪闪发光，让七月的
党旗高高飘扬。

交投集团开展庆祝建党99周年活动

湖北蒲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万米高档服装衬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湖北蒲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评

价单位开展环评工作，现已完成《湖北蒲
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万米高档
服装衬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特向公众进行信息发布，征求与
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iq-

ccLYsp2xATkigK8Bbw（ 提 取 码 ：
o7pe）。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自公示日起，公众可到建设单位查阅

纸质报告书。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征求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

权益的有关单位、专家、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有关环境保护方面

的意见及建议。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itxn-

WY290QiPfQAS0DE7A（提取码：tt7a）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打印，

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
有关的建议和意见，相关公众意见表递送
至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湖北蒲纤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赤壁市蒲纺工业园区泉门口路

75号
联系人：蔡长春
联系电话：15377165888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6月22日-7月6日。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

多措并举严防真烟外流
本报讯 通讯员徐标报道：近日，咸安

区烟草专卖局多措并举狠抓卷烟规范经营，
严防严管真烟非法流通。

强化宣传教育，提高责任意识。开展专
销结合大讨论活动，提高干部职工防控真烟
外流意识；通过诚信自律小组会议、微信群、
实地走访等方式向零售户宣传烟草专卖法
律法规和规范经营知识，逐一张贴告知书，
引导零售户守法规范经营。

注重流程监管，实施重点管控。梳理优
化工作流程，组织召开多次卷烟规范经营教
育转化专题会，对违规户实行“灰名单”和

“黑名单”管理，强化源头治理，防止真烟外
流。

严格目标考核，精准打击到位。6月15
日至19日，咸安区局连查两起真烟外流案
件，查获本地外流真烟5.2万支，案值1.3万
元，形成有效震慑。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咸宁市欧斯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税务CA，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200MA49A8N48H，特声明作废。

孙胜芦遗失位于咸安区向阳湖镇斩关村五组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证号：421202101219050003J，特声明作废。

张荔遗失温泉天地汽车美容中心行政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21200MA49URWDX9，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市文旅局

文保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在赤

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举办全市文物保护维修与利用培训班，旨
在加强我市文物保护人才能力建设，提高我市文物保护工程管
理利用水平。全市40多名文博系统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特邀原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吴
晓授课，他以“切实贯彻三部一局《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
保护的指导意见》”为题、结合湖北省传统村落工程案例，就如
何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进行深入浅出地分析，特别是指
出以前咸宁市古建筑保护维修中存在的问题，让参训学员深受
教育启发。主办方希望大家要多钻研学习文物保护知识、勿当

“甩手掌柜”，以实际行动践行文博人的使命。
课前，参训人员前往羊楼洞明清石板街进行参观学习。就古

建筑维修中如何做到“修旧如旧”、如何保持整体风貌一致，大家
边参观边提问，参与该工作的领导专家进行现场解疑答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