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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老屋
朱丽平
外婆的老屋座落在九宫山东边山脚下的一
个叫东港的山村里，
属于清代的徽式建筑，
为两
栋并列共墙的连三间，
都有一两百年了，
虽说不
上豪华宏阔，
但比我家的房屋宽大敞亮多了。
老屋大门口是方空场，
平时是路，
农忙时便
是禾场，
也是我几个发小们跳绳、玩游戏的好去
处。场下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明亮清甜，
不紧不慢地奔向村外。叫不出名字的小鱼小虾
栖息在这里，怡然自乐。小溪里经常有我的身
影，
我撕了父亲的书皮叠成各样小船放在水里，
任由它们四散飘摇，
承载着我的梦去了远方。
老屋面三进二，门楼高大，石雕的门当，砖
雕的牌匾，木雕的橫梁。屋外的正墙上还镶嵌
有毛主席语录和大红标语，加大感叹号，把墙
壁装扮得红红火火，很耀眼。四十多年过去，
至今还依稀可见往日墨迹。这屋子已久无人
居住，大门很久不开一次，但老屋的昔日风貌，
曾经过往那些陈年旧事依然在眼前一幕幕闪
现。
老屋的大门用粗大厚笨的木材拼成，线条
似的竖纹布了一身，疙疙瘩瘩，两个碗口大的
门环铆在上面，一推一拉，门环撞击着木门发
出牛铃似的“叮叮”声，与木门开合摩擦的声音
产生共鸣，好像是饱经岁月风霜的老人家喘着

粗气。厚实的大门很牢固，小偷是进不来的，
好像也没有小偷，家家大门从早敞到黑也不见
谁家因丢东西而骂街。
步入大门，就是前后两重堂屋，中间一个
七八平方的天井把两重堂屋隔开，靠近大门的
叫下堂前，便于放置农具杂物，天井以内的叫
上堂前，是会客或主要家务活动的主场。后面
有一扇小门，连通做厨房用的低矮坡舍，有火
炉，有分煮猪食的“大灶”和做饭的“细灶”，煮
饭煮汤的锣罐小锅被外婆吊成一排挂在墙壁
上，稍不注意就一脸
“包公相”
。
下堂前的楼枕上常年住着一对燕子，一雌
一雄。外公睡得早也起得早，每天大门一开公
燕跟着飞出去，黄昏黑了才飞回来。母燕挪窝
不多，偶尔出去一会儿准折回来，生活模式与
外公外婆极其相似，脾气也相似。它们时而呢
喃，似在商量什么；时而叽叽喳喳，闹别扭似的
争吵不休，到晚上又会和谐地挤在一个窝里不
吱声了。燕子有时候很可恼，趁人不备，一坨
粪便“啪”到头上，令人哭笑不得，这时外婆准
会说
“天分（天粪），好运要来，好运要来！”
天井这方别有景致。尤其是下雨，不同雨
势，形态各异。暴雨时四面屋檐的水齐刷刷倾
泄下来形成四道银亮的雨帘，水花溅到天井下

千山万水画三峡
熊高旭

(通山)
方的石沟里产生许多水珠，一个水珠像一个小
小的月亮，晶莹着、闪闪的，又似孩子玩的玻璃
球，大珠小珠迅雷似的坠下来，溅得水柱四散，
熠熠生辉，瞬间汇入暗沟，去了它要去的地方。
此时密布斜纹的天井台面，
像一方巨大砚台，
变
得湿滑墨黑，
又像一幅铺展开来的山水画。
小雨时节，尤其是欲雨还晴的天气，阳光
透过毛毛细雨从天井的方窗照射下来，轻薄的
雨雾上形成道道七彩的虹霓，烟云与水汽氤
氲，向上空慢慢升腾，似仙姝飞天衣袂飘飘的
彩带。天井旁边的土地面因潮湿会纹生出一
层绒绒薄薄的绿苔，十分湿滑，儿时喜欢疯闹
的伙伴经常在这里“扎跟斗”，却不带痛的，爬
起来继续疯耍。现在想来，过去的人造房是有
道理的，有天井，你可以沐浴阳光，可以栖霞寝
月，空气每天都是清新的。
上堂前是外公的“工作间”，他是竹器匠，
手艺十分了得，但凡家里用的家什差不多都是
他用竹子做成的。什么竹床、竹椅、竹筷、竹
碗、茶筒、菜篮、晒箕、笸篮、米筛、鸡笼、鸡食
槽，应有尽有，甚至连夜壶都用竹筒做，因而我
对外公的印象总是后背腰间系着一个刀鞘，鞘
上插着锋利的柴刀，有时还会有两把。竹制品
虽是粗陋，却成了老屋的精灵，无处不在，默默

守护着外婆和外婆的老屋，年复年，日复日，不
改初衷。
如今，村里各家门前都铺砌的水泥路面，
比原来好走多了，大门紧闭的老屋却随处可
见。外婆家的老屋也是常年铁将军把门，燕子
就无法来这里安家了。老屋像是完成了它的
使命一样被闲置起来，很少有人相伴，恰似秋
风里的画扇，令人滋生些许伤感。我静坐在门
槛的石墩上，若有所失。蓦地发现门前的小溪
还在“哗哗啦啦”地向下游流去，好像当年村里
人低呤着山歌，徒然让人生发着“小桥，流水，
人家”的乡愁。四十年去了，绿柳依堤的小溪
一点没变，一直穿行在这方水土，与老屋齿唇
相依，
只是我的小船早已化作纤尘不知所踪。
看着陈旧的外婆老屋与门前溪流，此刻我
幡然醒悟，世间万物总在不断变迁，轮回间的
春华秋实，月亏月盈，沧海桑田不就如此，人之
生老也呈现出有和无，繁华与落莫的形态。即
使哪天老屋不在了，不是还有与它相依相偎的
小溪和四面环拥的林竹吗？说不定哪年哪月
又拔地而起一栋新楼。
夜深了，我静静地，仿佛漫山的竹子在山
风中袅袅扶拂，溪水缓缓的，悄悄地，温柔淌过
……我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秋海棠

孤雁
孙梦雪

(嘉鱼)

我把阳光注入的光芒
转化为无上的能量
在避静里闭关修行
练出一对不衰的翅膀
破洞而出
在遥空独自成行
忘却春来江水疯长
忘却秋去寒露冬霜
划过长江的春水荡漾
掠过熟悉的芦苇荡
任天地苍茫
也要奋力地翱翔
风儿带走所有的云彩
带不走遗留下的创痛
和忧伤
抑郁走出了迷惘
梦想不再彷徨
向南方
扇动有力的翅膀

摄

风雨赐予的挫折
锻出了我的倔强
也催不毁我的坚强
大山和江河
隔开了我的故乡
却隔不开我的念想

楠枫

如果我是一只孤独的
雪雁
我决不会放弃飞翔
天空是我唯一的领地
至少还有飘浮的云朵
愿意做我生命的陪衬
围绕在我的身旁





美发有感
易玲 （通城）
一直以来，我都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为豪。
直到有一天，我走在小城的大街上，看着
周围的美女们都烫着各式各样的卷发，时尚而
美丽，禁不住美的诱惑，心中就滋生了美发的
念头。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走进了一个不
大但还算整洁的美发店，将一头乌黑的秀发，
烫染成了栗色波浪卷的洋头发。
本来以为事情这样就已经 OK 了，没想到
美发的后续打理却很繁琐讲究。大到衣服鞋
子，小到耳环项链，样样都要搭配，才能显出
整体的美。而且美发后的头发容易干枯、打
结，过两三天要去美发店打理吹花，耗时又耗
资。时间久了，对我这个每天按时上下班、薪
酬微薄的工薪族来说，的确是一种消耗和折
磨。
为了节省时间和打理费，我只有自己学会

打理，弹力素、护发素、揉搓、吹花——每天都
得重复着这样的程序，每次下来双手酸得不
行，但效果却与美发店相差甚远。每次洗个头
发犹如上刑场，
让我叫苦不迭。
渐渐地，
当初的那份欣喜也就荡然无存了。
一天，我对着镜子梳理我的“洋发”时，突
然想起龚自珍的《病梅馆记》
“梅以曲为美，直
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
无态。”也就是说：梅凭着弯曲的姿态，被认为
是美丽的，笔直了就没有风姿，凭着枝干倾斜
被认为是美丽的，端正了就没有景致，凭着枝
叶稀疏被认为是美丽的，茂密了就没有姿态。
而要做到这些，必须“删密、锄正，锄其直，遏其
生气，以求重价”。卖梅人砍掉笔直的枝杆，除
去繁密的枝条，除掉端正的枝条，把枝干摧折，
使梅花呈病态，再以高价出售，这是对梅花的
一种摧残啊！
这跟我美发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黑色



电力阳光酒店开展全员消防应急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谭永明报道：为进一步夯
实消防应急救援保障工作，切实让员工熟悉熟
知消防应急预案，熟练掌握防火灭火基本技能，
9 月 11 日，阳光酒店组织开展全员消防防火应
急救援演练。
本次消防应急救援演练由咸宁市温泉消防
大队特勤中队主导，酒店全力配合开展，中队出
动 1 台消防车参演，全店共 87 名员工参与了本
次现场应急救援演练和观摩。演练模拟火灾发
生时，酒店执行从消防控制中心值班员接到火

灾报警信号、保安员到现场察看火情、启动消防
应急预案、拨打火灾报警电话、特勤中队出警、
组织人员疏散、组织应急消防队灭火、开展应急
救援等应急预案全流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演
练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其间，特勤中队官兵为
员工现场分析讲解防火、灭火基本知识和疏散
逃生要领，现场演示消防水带的使用方法和灭
火器灭火基本技能，以及煤气坛着火的处置方
法，通过演练，广大员工深受感染和启发，增强
了安全防火意识。

咸宁市贺胜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拟注销
咸宁市外派劳务服务中心法人证书。
因原法人证书正、副本不慎遗失(证书统一信用代
码:1242120078091170K，法定代表人:杨金焱)，特声
明作废。
特此公告。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9 月 16 日

因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拟定的《能一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仍未通过，
2020 年 8 月 3 日，管理人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依法裁定。咸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以（2018）鄂 12 民破 1-4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认可管理人制作的《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如不服本裁
定，可自该裁定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特此公告！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 年 9 月 15 日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遗失声明

嘉（告）字【2020】06 号

我公司委托大容环境湖北有限公司承担咸宁温氏黎首高效种
鸡场建设项目环评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
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网站链接：http://sthjj.xianning.gov.cn/xxgk/hjjgxxgk/
hpsp/zytz/202009/t20200914_2182610.s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公司查阅或获取。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
体、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函）：刘高飞，0715-8873298，邮
箱：399609538@qq.com，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
4、公示时间：2020 年 9 月 14 日-9 月 25 日。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 8128123

专刊中心 8128771

出版中心 8128770

提到三峡，就不得不说起举世瞩
目的水电枢杻电工程——三峡大坝
和万里长江最美的山水画廊——三
峡人家。今天，我有幸随着旅游团一
睹三峡之风采。
从咸宁出发，大巴经过 9 小时车
程就到宜昌。在城区吃完中饭，沿着
专修的三峡高速半小时就到了三峡
大坝。
只见大坝上游，波澜不惊，如明
镜般，正如毛主席诗句“高峡出平湖”
了。而坝下，11 孔泄洪的壮阔景象
被我们碰上，震天的吼声中，水浪冲
天，直射几百米再落入江中，巨大的
冲力使得水顺江边堤坝爬上几十米
再回落，其场面浩大，正应那句“砯崖
转石万壑雷”来形容，185 米的落差，
好似千万吨洪水从天上而来，溅起水
雾层层，惊涛拍岸中，有卷起千堆雪
之势。不禁让人联想起苏轼的“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豪
壮。
仿佛透过那层薄薄的水雾，就能
与当年驾一叶之扁舟的苏学士相遇，
使人憧憬。与三峡宏伟景观相对应
的是三峡大坝的发电量，年发电量达
一千多亿度，每天还吸引了成千上万
游客观光，产生巨大的生态旅游观光
效应。在惊叹中，我感到国之大器的
厚重和作为中国人的无比自豪。
换乘的游游车经过西陵长江大
桥 ，来 到 绝 壁 山 崖 边 的 三 峡 旅 游 集
散中心，只见两岸山上云雾缭绕，依
稀 可 见 山 中 土 家 族 人 家 ，江 中 水 流
顺绝壁而下，没见一只帆船。
“ 走喽，
与幺妹对歌去。”导游一声叫唤，大
家又跟紧随郑导游沿江边过道向前
走去。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而
上 ，路 边 的 景 色 也 移 步 换 景 。 放 眼
望去，只见两岸青山略无阙处，有一
种林寒涧肃之意。狭路牵着江面
走，浓雾躲在高山中，朦胧地恰似一
幅行云流水丹青画。乘电梯来到巴
人 寨 的 三 棵 树 下 ，欣 赏 了 衣 着 古 老
的反映与兽决斗的《巴人舞》，参观
了半山腰刻着巴人文字的女子学
堂，茶盐古道，陶坊酒坊，对歌楼，巴
王宫等，精巧的飞檐建筑，让人不禁
惊 叹 古 人 的 智 慧 ，及 神 话 中 的 鄂 水
娘为平息族人纷争的大爱与柔情。
听导游说，
修三峡大坝，
部分移民
不忍离故土，新建一秭归县城。我们
遥寄一缕敬意感受屈原大夫的爱国情
怀，昭君公主远嫁和亲的民族大义。
还有三峡嫘祖庙就是全国仅有的两处
人文初始地之一。站在嫘祖像前，不
禁肃然起敬，
感觉像穿越千年，
感受中
华民族之母的博爱，把身心交给了养
蚕纺织业。如今，嫘祖为炎黄子孙留
下的宝贵纺织技术，
虽跨过千年，
但我
们仍能从随身衣物里面感受到嫘祖的
温暖，她用博爱将中华民族子孙紧紧
地抱在一起，千百年来把寒冷与疾病
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就是我眼中的长江三峡，它不
仅风景美丽如画，还总给人一种归属
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虽生于斯，但
并不止于斯，她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
精神将永远激励每个中国人，穿越过
千山万水，叩出举世绝响。

拟注销公告

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机电安装工程处遗失在中国
农业银行赤壁鲫鱼桥支行预留印鉴中的财务专用章一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1281881310956K，账号：696101040000569，特
声明作废。
湖北兴安保安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原咸宁兴安保安集团有限责
任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788151460C，
特声明作废。
湖北尧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21200MA488WBX9M，
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恒通钙品股份有限公司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
书，编号：(咸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7]第 128 号，质权登记编号:
422300201700000131，
特声明作废。

视觉中心 8128773

的头发显得呆板老气，染了色的头发看上去才
有活力洋气；笔直的头发让人看上去没有味
道，烫卷之后的头发才显优雅风韵，正所谓无
色则无味，无形则无态，栗色卷曲之态成就了
头发之美。而这些都是美发师通过打薄、上药
水、烫染……把一头笔直乌黑光亮的头发打磨
成一头卷曲泛黄的“洋发”，然后让顾客出高价
买单。这与剪梅同出一辙啊！虽然多数人认
为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可是这美何尝不
是一种病态的呢？美发后发质变得干枯、打
结、分叉，令头发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原有的光
泽，这何尝不是对头发的一种摧残？
有时洗头发用力梳也梳不顺的时候，我也
会为我的头发流下几滴清泪。呜呼，我又有多
少闲暇时光来照顾好我的头发？追求时尚，崇
洋媚外，
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怪自己了。
我只能等它们自然生长，回到以前乌黑亮
丽的健康状态了。

(咸安)

新媒体中心 8128787

广告中心 812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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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湖北昊天拍
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出让嘉（告）字【2020】06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土地面积 土地
竞买保证 竞买准备 起拍价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商住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平方米） 用途
金（万元） 金（万元）（万元）
嘉(告）字 嘉鱼县鱼岳
商住 商业 40 年 1.0≤
【2020】 镇嘉鱼大道 30728.14
≤30% ≥35% 2：8
2246
25
2807
用地 住宅 70 年 ≤2.5
06 号
东侧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注：
1、拟出让地块需按照国家规定配建幼儿园或统筹统建幼儿园；2、建筑风格及地块规划与南侧地块保持一致。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五、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拍卖地块自公告之日起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及拍卖文件另有规定外）均可申 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出让人和拍卖人不集中组织竞买人
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 现场踏勘，申请人自行到现场踏勘，也可以联系拍卖人进行
应明确联合竞买各方出资比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现场踏勘。
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
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备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4 日 16:00 时整（以到账
三、拍卖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增价拍卖 时间为准)。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16:00 时前到
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
四、领取拍卖文件时间和地点：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 面申请。
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9
经审查，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
具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4 日到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备申请条件的，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昊天拍卖有
或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限公司将在2020年10月14日17: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 8128778

咸宁新闻网 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22300011

七、本次拍卖会时间及地点：本次拍卖会定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0:00 时整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09 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关媒体刊登变
更公告，
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
1、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嘉鱼县嘉鱼大道 36 号(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六楼
联系电话：
0715-6315828 联系人：
孔女士
2、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
咸宁市咸宁大道 5 号万通大厦 703-705 室
联系电话：
13971810300 联系人：
陈先生
十、银行账户：
1、竞买保证金：
户名：嘉鱼县财政局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非税收入
汇缴结算专户）
账号：
160700120100010066
开户行：
湖北银行嘉鱼支行
行号：
313536300010
2、竞买准备金：
户名：
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
银号：
1818000509200014456
开户行：
工行咸宁泉塘支行
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 年 9 月 16 日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