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
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
错误决议案，使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

“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对
鄂东南苏区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工作受到
了损害。

1930年7月，中共中央派周以栗、黄火
青、陈友德为巡视员，前来鄂东南地区指导
和检查工作。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他们
在阳新龙港主持召开了鄂东特委会议，制
定了《鄂东总暴动计划》。会议还决定将鄂
东党、团、工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鄂东行

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暴动，以配合
“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
心城市”，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1930年7月16日，鄂东“行动委员会”
和阳新县“行动委员会”组织全县工农武装
和群众数万人围攻县城失利。8月1日拂
晓，我地方武装和群众发动进攻，战斗异常
激烈，经几次冲锋，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
线，伤亡很大，第二次攻城又告失利，时称
阳新“八·一”大风暴。

鄂东南其他县，也组织了“八·一”暴
动，参加暴动的工农群众达10万余人。9

月23日，通山县“行动委员会”组织指挥赤
卫队、赤少队和群众2万余人攻入通山县
城，后被迫退出县城。10月 17日，通山

“行动委员会”第三次组织本县军民攻打县
城，再次受挫。与此同时，鄂东南其他各
县，凡不顾客观条件组织暴动的，都自食

“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遭到了不同程度
的损失。

此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
然只有3个多月（1930年6月到9月），但
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先后有11个省
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

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
遭到很大损失。鄂东南地区在这次“左”倾
路线的影响下，武装暴动屡屡受挫和失败，
给革命力量造成损失。1930年9月，党中
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立三错误路线的
领导以后，得到鄂东南广大党员干部的拥
护。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六届
三中全会精神，批判了执行“立三路线”的
错误，恢复了党、团、工会组织，撤消了鄂东
和各县“行动委员会”，纠正了一些不适时
宜的“左”倾政策，使鄂东南地区的革命斗
争又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立三路线”对鄂南革命造成的损失

烈士忠魂千秋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走进咸宁红色教育基地⑧

青山埋忠骨，鲜花祭英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因

此，这个春末夏初很是特别，人们纷纷走进
赤壁市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接受心灵
洗礼。

赤壁市烈士陵园,青松翠柏环绕，桂树
樟树长绿，一年四季花香，环境静悠安宁，
格外庄严肃穆。

革命烈士纪念祠旁，一束朴素的纪念
花束分外亮眼。一名义务讲解员正讲述着
烈士们的感人故事。一旁听得入神的市民
潘浩然告诉记者：“我们特意带了孩子一起
来，让他从小就了解革命历史，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

1924至1949年间，赤壁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地同北洋军阀、
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走狗
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数千名优秀儿女
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经蒲圻
县（现赤壁市）人民政府追认的烈士就有
1460人。在这份烈士名单中，漆昌元烈士
的名字十分抢眼，事迹最为感人。

漆昌元（1904——1927），小名辰保，别
名时杰、善长。1904年8月出生于蒲圻县上
寺团山里漆家。1920年，在马克思主义和进
步思想的影响下，风华正茂的漆昌元很快接
受了革命理论，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
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这
时，漆昌元仍以国民党鄂南巡视员的身份

为掩护，暗中掩护共产党员撤退，保存了大
批革命有生力量。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的暴
行，中共湖北省委于1927年8月3日制订
了《鄂南暴动计划》，9月6日，成立鄂南农
军第一路军指挥部，漆昌元任总司令。

9月8日，当晚有一列火车由武昌开往
长沙，漆昌元与汪远本等人埋伏在中伙铺
（现红杉岩）火车站两旁。火车进站时，黄
赤光带领几个人以国民党13军名义要求
检查，冲进驾驶室，用刀控制司机，埋伏在
铁路两旁的农军跃地而起，押车敌军如梦
初醒，来不及反抗便做了俘虏。是役，共缴
获快枪16支，子弹5箱，纸币2.4万元，大
洋86块。中伙铺劫车的胜利，揭开了鄂南
秋收暴动的序幕。

中伙铺劫车后，特委经反复研究，认为
实施暴动的难点，是消灭国民党驻蒲圻的
第13军19师115团，计划会合“人民自卫
团”（原县警备队），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

而在此之前，115团团长贺斌，伙同反
动县长杨济时已收买了刘步一。9月9日，
漆昌元带着蒲圻农军及学生共20多人，携
快枪8支，盒子炮9支到达新店。刘步一
将漆昌元带来的人马有意安排在离团部较
远的新店街万寿宫，漆昌元由于不明敌情，
误中埋伏，不幸被捕，并于当晚被杀害，牺
牲时年仅23岁。

“一代英雄业，山河留旧痕。浩气长虹
影，凌烟汗马魂。常忆塞外曲，几度泪占
襟。淋漓何处觅，千古碧涛奔。”这是一首
为悼念漆昌元烈士而作的五言律诗。

“他们为了民族，为了国家，舍生取义，
毫不犹豫把自己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
和人民，把满腔的热血洒在这块红色土地
上。”4月25日，来自武汉工程大学的师生
们来到了赤壁烈士陵园，在肃穆的气氛中，
大家手持鲜花缓步前行，依次走上台阶，绕
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缅怀牺
牲的革命先烈。

“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
师生们纷纷表示，通过深入学习革命先烈
的伟大精神，大家倍受激励，一定脚踏实
地，立足岗位做贡献。

走出烈士陵园，驻足回望，群山怀抱之
中，高高的纪念碑矗立在正午的骄阳下，一股
浩然正气弥漫周围，让人倍受激励和鼓舞。

相关链接：
赤壁市烈士陵园1987年迁金鸡山，面

积0.3 平方公里，自门入内经四段78 级台
阶登上烈士纪念塔。塔高7米，水泥结构，
上镌李先念主席题词“在人民解放战争和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塔正面大理石撰刻着蒲圻县人民政
府题写的《烈士塔序》，记述了在1927年大
革命时期，革命先烈漆昌元、李绍先、徐敬
之、祝自清、汪子霞等，领导蒲圻县人民闹
革命的英雄史实和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

1959 年,赤壁市烈士陵园列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2009 年 10 月，列为第三批全
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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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大盂鼎”上海重聚

6月15日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搬家”，位
于上海博物馆一楼展厅内的“大克鼎”完成布展，
静待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在上
博二楼举行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
铜鼎特展”重聚。

青海湖鸟岛沙岛十年之变

6月14日，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卫星遥感中心
（自然资源青海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发布一组“高
原蓝宝石”青海湖的沙岛、鸟岛的卫星图像，感知
十年生态变迁。

座头鲸迁徙回澳洲繁殖

当地时间6月14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斯蒂芬斯港，一只座头鲸在大海里翻滚。座头鲸
是海洋哺乳动物，每年5月至11月，成群结对的
座头鲸从寒冷的南极迁徙回到温暖的澳大利亚
东部海域进行繁殖。

中科院揭秘前翼龙足迹

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首次对足迹化石造迹
者做出可靠推断，认为造迹者极有可能是复齿湖
翼龙，也为亿万年前翼龙的群居生活方式提供了
直接证据。图为造迹者复齿湖翼龙生态复原图。

美国近半国土处干旱状态

6月15日讯，土地龟裂、水源干涸……2021
年夏季方至，整个美国西部地区已经上演了一场
数十年不遇的罕见旱情，西部多州高温炙烤，全国
最大的水库更是降至近百年以来的最低水位。图
为当地时间2021年6月13日，美国加州，伊莎贝
拉湖的水位已经下降到16%，并在继续下降。

旅日“良浜”与幼崽亮相

6月12日消息，日本和歌山县，旅日大熊猫
“良浜”与幼崽“枫浜”在日本和歌山白浜野生动
物世界内玩耍，虎头虎脑模样可爱。

（本报综合）

红色咸宁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主办

鄂东南各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至1930年6月，在红军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沉重打

击下，鄂东南地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分崩离析。鄂东
南各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阳新、通山除县
城和个别据点外的绝大部分地域，大冶南乡及西乡一
部分，鄂城之马乡、灵乡，咸宁大幕山之北和高桥一
带，蒲圻金丝观、石坑渡以及东和、杨柳塘一带，崇阳
之金塘、和平、故乡岭，通城之黄袍山、麦园以东，均为
苏区。鄂南的咸宁、蒲圻、嘉鱼、通山、通城、崇阳、阳
新7县苏区人口达111.6万人，面积达10.25万平方公
里。拥有地方武装4.02万人，枪枝4650支。人民的
革命武装—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打击敌人、巩固
和扩大苏区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

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30年8月，中共鄂东特委在阳

新县太子庙大屋场的金家祠堂召开鄂
东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
代表120余人，会期5天。会议作出
了召开鄂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暨
成立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委
托阳新、大冶两县苏维埃政府和互济
会具体负责筹备。

1930年10月5日至7日，鄂东第
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阳新太子庙徐
庭堂召开。到会的代表，有大冶、阳
新、通山、鄂城、咸宁、瑞昌、广济、黄

梅、蕲春、蕲水等县各级苏维埃、工会、
革命互济会的代表，还有全国革命互
济会和红十五军的代表，计到会代表
300 余人。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
案》、《劳动保护法》、《土地法》、《苏维
埃区域红色军事组织大纲》、《宣言》、
《通电》等重要文件，正式成立了鄂东
工农革命委员会。

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
立，标志着鄂东南苏区的创建形成。
在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下，鄂
东南各县相继建立了县、区、乡、村各

级苏维埃政府。此时，整个鄂东南苏
区范围已达五六百里，人口二三百
万。其中苏区范围“阳新、通城占全
县之五分之四，修水、蒲圻、大冶占三
分之二，……鄂城占全县三分之一，
通山、咸宁、崇阳、武宁、嘉鱼占五分
之一”。

网络竞价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1年7月2日上午10:00时在武汉光

谷联合产权交易所综合交易平台上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网
络竞价招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络竞价标的：
标的一：位于咸宁市温泉路31号31-1号（北京知蜂堂）商

铺三年租赁经营权（建筑面积约30㎡），起拍价：2.76万元/年，
租金从第二年度起逐年递增1200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

标的二：位于咸宁市温泉路31号31-2号（善德堂大药房）
商铺三年租赁经营权（建筑面积约110㎡），起拍价：8.28万元/
年，租金从第二年度起逐年递增3600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标的三：位于咸宁市温泉路31号31-3号（MCC）商铺三
年租赁经营权（建筑面积约78㎡），起拍价：5.59万元/年，租金
从第二年度起逐年递增2400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二、网络竞价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2021年6月18日至7月1日（正常上班时间），标的物在

其所在地公开展示，有意竞买者可自行查看标的物现状。
三、竞买报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

2、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7月1日下午
17:00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到指定银行账户（以实际到账时
间为准），持有效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等到武汉光谷
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续，获
取《竞价文件》。

四、网络竞价时间及地点
网络竞价时间：2021年7月2日上午10:00时
网络竞价登录平台：http://portal.ovupre.com
五、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河支行
账 号：8201 0000 0027 69312
六、特别注意事项：
1、招租标的原租赁合同到期，现为经营状态，承租人（或

实际占用人）正在使用中。
2、标的的使用用途：商用。
3、如挂牌期限满只有一个符合受让条件的竞买人，则采

取协议方式成交，如挂牌期届满有两个或以上符合受让条件的
竞买人，则采取网络竞价的方式确定承租人。

4、本次网络竞价招租，原承租人在同等价格条件下享有
优先承租权。原承租人必须交纳竞买保证金，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参与竞租，才能享有同等价格条件下的
优先承租权。

5、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承租方不得转租、分租或出借该
房屋的全部或部分，否则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由承租方负责
赔偿所引致的一切损失，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联系方式：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0715-8128199 陈女士
2、湖北泰诚拍卖有限公司：8258998、13907247798 邹先生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泰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6月11日上午，在端午节到来之际，
崇阳县城投公司组织党员干部来到崇阳
县天城镇七星社区开展“为民办实事”活
动，真情帮助困难家庭实现“微心愿”。

据了解，帮助困难家庭实现“微心愿”
是崇阳县城投公司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该公司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坚持“学史力行”四字，
让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与为民实办事紧密
结合，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活动分成六个小组，每小组由一名公
司班子成员和3名党员组成，在社区支部
书记魏隽良带领下分别来到崇阳大道9巷
叶金娥等6位困难户家中，根据事先摸底
登记的“微心愿”内容，分别送上米、油、儿
童衣服、资助金等慰问品，并询问了解他
们节日准备情况与日常生活情况。在枫
树巷50号王某芳家中，公司董事长吴旭

辉、总经理王洪勇详细了解其病情与治疗
情况，问她经济上还有什么困难。临离开
时，她一个劲地感谢城投公司送来的关爱
和帮助。

“在社区、在基层，真真实实地办点实
事、解点难题、送点温暖，切实解决好群众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收获颇丰，意义
更大。”活动结束后，党员沈佳丽意犹未尽
说，这次实践活动，不仅让弱势群体感受
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与温暖，也增强了城
投公司志愿者的社会责任感，真心希望开
展更多的关心帮扶活动，将爱心传递到每
一处角落。 （李轶）

党员干部进社区 真情圆梦“微心愿”

加快城投改革转型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崇阳城投 主办

注销公告
兹有湖北千里达物流有限公司：车牌

号 为 鄂 L17576， 车 架 号 ：
LGAG4DY38B2023202，道路运输证号：
货421202008802，该车辆因不服从公司管
理，特此声明注销该车辆。

湖北千里达物流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遗失声明
湖北安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2MA494M8K90，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植物检疫站遗失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212235798930890，特声明作废。

赤壁金诚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在中国工商行赤壁西湖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账号: 1818050609200096345，
核 准 号: J5362001132601，特声明
作废。

通山县住房保障管理办公室廉租
房建设基建财政专户开户许可证遗失，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
山支行，核准号: Z5366000017101，特
声明作废。

房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7月5日

上午10:00-10:30（延时除外）在创拍平台
（网址：www.16cia.com）上依现状对通山
县慈口乡老屋村原村委会办公楼和原医疗
室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具
体信息详见：www.16cia.com。

联系人：王女士 15872779441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