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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三亚市妙联学校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正本，证号：工法证字第410100032号，现声明作废。
★三亚吉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琼BD42908 车辆的
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正、副本，证号：460200207427
号，现声明作废。

三亚新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602000696965369；住所：三亚市河西区
文明路79号五楼；法定代表人：黎王烈)已于 2021年 11
月 3 日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45 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遗 失 声 明

海南栖森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由原人民币壹仟
万元整减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三亚新湖混凝土有限公司现通知所有股东于 2021

年 11月 29日早上 10点到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修改
公司章程，如未出席,则后果自行承担。

召开股东会通知

减 资 公 告召开股东会通知

2018 年、2019 年，我作为市历
史文化学会成员，和会长黎月光一
起应崖州区之邀，到该区各单位巡
回讲述三亚英烈事迹，其后返回市
区进行拓展，奉献一片热诚。

这是一串难忘的日子。

一
梅山革命史馆，松柏环绕，庄

严肃穆。2018年 10月 12日上午，
我们走进该馆报告厅。梅山片区
各村干部群众济济一堂，我娓娓道
来，声情并茂的讲述，把他们带回
到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触摸那些
腥风血雨中的悲壮。

我以认识英雄，崇尚英雄，铭
记英雄，继承英雄遗志，弘扬英雄
精神为宗旨和主线，讲述三亚党组
织的建立、战争年代三亚英雄儿女
的浴血奋斗，让听众认识了视死如
归的青年才俊、宁死不屈的刘胡兰
式女共产党员、以生命保护党员和
党组织安全的组织部长、多次击落
日寇飞机的空战英雄、遗骨青山的
黄埔军校毕业生等等。而根据各
单位的实际，讲述内容又有所侧
重。在梅山片区主要讲梅山老区
的英烈与当年的贡献：一个梅山老
区，半部三亚革命史！孙毓雄、孙
维青、孙家本、孙亚九、陈作霖等英
烈，至今尚活在梅山人民心中。

讲述结束时，掌声的热烈与真
诚告诉我，首场讲述取得了预期的
效果，从而坚定了我讲下去的信心！

16 日下午，我们走进保港片
区，把三亚党史上保平村这光辉的
一页打开，和该片区各村干部群众
一起阅读，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保

平村的麦宏恩、何绍尧、麦宏魁、麦
德兴、何绍宗等英烈，保港人民至
今记忆犹新。

18 日上午，走进崖城片区，除
了片区各村干部群众外，尚有崖州
孔子学会会员到场聆听。陈英才、
麦宏恩、黎茂瑄、陈世训、郑望曾这
些三亚革命先驱者的名字，如雷贯
耳，令人感奋，听众当场建议应给

“五先驱”建馆纪念。
三亚的英雄不仅要活在老一

辈嘴上，而且应进入新一代心里。
3个片区讲过之后，我们便走向崖
州区各中学和重点小学，将讲述引
向深入。

26日下午，走进田家炳高级中
学，校长吴乃松和高二年级师生
300 多人到场聆听。整整两节连
堂课，我一气呵成，师生们全神贯
注，为讲述内容所吸引，反响热烈，
掌声多次响起。

11 月 21 日下午，走进梅山中
学。当我讲到时任中共崖县（三亚
市前身）县委组织部长、26岁的梅
山青年孙维青，临危不惧销毁党的
机密，被追捕他的日军举东洋刀劈
倒，鲜血四溅时，梅山中学钟校长
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全场陷入同仇敌忾的气
氛之中。片刻，同学们以一片热烈
的掌声与钟校长相呼应。

接下来，我们走进了保港中
学、崖城中学和南滨中学，然后于
11月26日下午来到崖城小学。

崖城小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
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老校，三
亚革命“五先驱”等早期共产党人
以这里为中心宣传马列主义，进行

革命活动，三亚第一个党支部“中
共崖县东南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该校的同学们系着红领巾，坐得端
端正正，聚精会神，认真做着笔记，
一笔一划都在为三亚历史添上新
时代的注脚。前来听讲的老师比
较多，站惯三尺讲台的他们，此时
就跟自已的学生一起，畅游三亚历
史的长河，感悟红色文化的魅力。
讲述激起了师生的共鸣，他们不时
鼓掌跟我呼应。中间插入的听众
参与环节，该校廖树优老师朗读烈
士遗书，抑扬顿挫，慷慨激昂，投入
动情，声音几度哽咽，泪水溢流，情
真意切，感动了全场师生。

二
2019 年 10 月 8 日下午，我们

走进保平小学，拉开了第二个十场
讲述的序幕。

根据小学与小学生的实际，时
间只能使用下午 4：40 至 5：30 这
一段，讲述内容以单纯为宜。为此
我专门给孩子们描述三个可敬可
亲的英雄人物。

黎宗彦。歼击机飞行员，就读
空军军官学校期间，击落 1架日寇
重型轰炸机，开创了抗日空战史上
在校生击落敌机的记录，毕业后驾
机先后击落轰炸重庆的日机两
架。1940 年一次空战，他因机上
燃油耗尽，飞机坠毁，以身殉国，年
仅23岁。

麦宏恩。三亚党组织的创建
人之一，崖县农民协会主任，广州
国民大学学生会主席，“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后被捕，3 个多月后，在
广州反动派监狱中写下了感天动

地的遗书，慷慨赴死，英勇就义。
孙亚九。中共崖县委工作队

员，曾任梅山乡妇女抗日救国会主
任，1950 年春节后不幸被捕，备受
侮辱，宁死不屈，唱着《国际歌》走
向刑场，倒在黎明之前。

我们陆续走进拱北小学、城西
小学、南山小学、北岭小学、赤草小
学、抱古小学、城东小学和凤岭小
学讲述，孩子们以挺拔的身姿、专
注的神情、清澈的眼眸、纯真的泪
花，表明他们为英烈的故事所感
动、所激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10 月 15 日上午，迎来了崖州
区机关专场，分三亚革命“五先
驱”、保港英烈和梅山英烈三大板
块讲述，涉及 10 多位三亚党史人
物和英雄烈士，讴歌了他们的壮举
和精神。最后的互动环节,干部们
特别问：“麦宏恩烈士遗书原件现
存哪里？”我如实告知了寻找烈士
遗书的经过，进而说明，现在所看
到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崖县委党
史办整理的遗书资料复印件，烈士
用毛笔竖写繁体字的遗书原件没
有找到,甚是遗憾。

三
2018 年 11 月 4 日上午，我走

上“三亚文化讲坛”，为各界人士讲
述“天涯儿女的浴血奋斗”！整场
讲述通过详尽的史料搜集与论证，
演绎了一段段激情燃烧的红色故
事，介绍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三亚
英烈。饱含激情、慷慨激昂的讲
述，引人入胜，催人泪下，现场气氛
热烈，听者无不动容。

翌年，“三亚百姓讲坛”给我安
排清明节专场讲述，这是在文化讲
坛讲述基础上的加强和丰富。我
以“致敬，天之涯英雄儿女”为题，
同 300 多名听众一起追忆、缅怀、
致敬本土英烈。听众五湖四海，男
女老少都有，以青少年为多。大人
边听边思考，学生边听边记录，动
脑动手，入耳入心，场面感人。

讲述效果得来非一日之功。为
了把选题讲好，2018年上半年我都
在采访调研，颇下了一番功夫。

我就曾三下保平。一下保平，
由村民引领，我走进了种着两棵印
度紫檀的院子，一位中年汉子从厅
间里走出来，直截了当地说：来要
我大伯材料的？要到了,对我们就
不闻不问了……碰了软钉子。再
下保平，请德高望重的乡贤麦明时
出面联系，先行上簸箕山拜谒麦宏
恩烈士坟茔，尔后返回麦家，烈士
的弟媳和大侄子麦图山的话匣子
就此打开。三下保平，我再次跟麦
图山核实相关事实。

我的真诚、热情和执著，感动
了被走访对象，他们把我当作可以
托付那些久远秘密的人，跟我掏心
掏肺，我获得了诸多第一手材料，
在讲述中首次披露。

自始至终，讲述基调是抒情
的，叙述是诗意化的，感情是浓
烈的。精心制作的 PPT 成为讲
述的重要辅助手段。尤其是麦
宏 恩 烈 士 遗 书 ，展 示 了 他 的 初
心，表明了他的理想抱负，渗透
着信仰的力量，散发着人性的光
辉，是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的本
土珍贵教材。

南海有岛屿，东西相对居。
形如大玳瑁，千年永伏蛰。
岛西民蚁附，生息自古时。
耕海博风浪，筑屋珊瑚石。
世代歌欸乃，四体如铜壁。
出入蚱蜢艇，望岸常叹息。
台风常光顾，风过岛狼藉。
今日时代改，旅游变时趋。
五湖四海客，为恐自来迟。
林幽松涛鸣，波绿老少宜。
艇弋碧波上，浴场多靓女。
潜水海底去，珊瑚让人迷。
垂髫拾彩贝，黄发绕长堤。
飞人空中过，众客皆好奇。
老屋几时有，悠悠百年余。
民宿招远客，世远绝尘羁。
卫岛为阿谁，连队有八女。
飒爽五尺枪，巡逻敌胆靡。
今日垂老矣，人民记功绩。
馆场恢宏大，参观游人熙。
中华复兴梦，天下谁能匹。

秋雨
一直下的没完没了

经过二十多天如烟如雾的潇潇洒洒
大地散发出一阵阵泥土的芳香

洒落在希望的田野上
山坡上各种花草植物枝叶
凝结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
让人感受着一丝丝的清凉

秋雨
连绵淅淅沥沥地下着

我从三亚回家乡黄流一路上
依旧细雨蒙蒙纷飞弥漫
在微风袅袅薄雾中环绕

轻轻地从车窗外划过我的脸庞
令我往事如昔思念着故乡
黄流土地贫瘠但人杰地灵

秋雨
汇聚着今年的喜悦来年的希望

洒洗着青山滋润着大地
秋雨这是酣甜的清泉
奉献给大地万物生灵

它像神雾中一位美丽的少女
给人赐予幸福的向往
让人感受美好的希望

秋雨
是每一年这个季节的音符
滴滴当当发出喜悦的雨声
仿佛演奏一场大型交响乐
就像秋天里酿的一坛老酒
听雨的人心中醉美了情怀

深秋意浓雨之来寒
秋雨轻轻地敲打着我炽热的心

重阳今又晚秋凉，萧瑟金风伴露霜。
月上枝头思夜静，征人万里念家乡。

霸王岭看猿

乔木攀缘日转千，“果农①”采撷舞翩跹。
情依藤蔓披新绿，喜上枝头生紫烟。
久住岛西闻海外，深居黎地闹天仙。

巴东②类比今非昔，风雨不寒霸岭③巅。

注：
①指长臂猿，日飞千棵以上的树，日采食一百

三十多种果。
②地处长江三峡，在今重庆市以东，辖云阴、奉

节、巫山（巫峡），古代巫峡猿啼不止，今已绝迹。
③即霸王岭。

一起缅怀英烈的日子 □ 罗灯光

三亚南繁基地试验田夕阳（摄 影） 王康宏

三亚西岛赋
□ 郑辉敏

秋 雨
□ 林雨之

登高寄怀（外一首）

□ 宋庆祝

■臻品散文

■精品小小说

再接一个活儿，就回家。
夕阳，已经被山尖削去了半

拉脸，冬天的夜总是来得猝不及
防，像飞鸟的翅膀，一下子就把
天空遮挡得严严实实。

大门外，树枝冻得直打颤。
唯一一台三轮车，僵硬地卧在那
儿，一动不动。司机站在车外不
停地跺着脚，双手捂着耳朵，眼
睛一直盯着大门。

“吱呀”一声，一个老人走了
出来。司机三步并两步地迎上
前。老人满头华发,目光迟滞，心
思似乎还停留在里面。

“大伯，您这是要去哪儿？
坐我的车吧！”老人这才回过神，
叹了一口气，面无表情地回答：

“去火车站，多少钱？”
“三十块！”
“来的时候可是二十五块

钱，一会儿功夫就涨价了？”
“现在都几点了，大冷的天

哪还有车？谁不回家准备年
货。再说到年根儿了，加五块钱
也不多啊。要是坐轿车至少得
这个数。”

司机一只手伸出大拇指和
食指，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撇了
一下嘴。

“二十七块钱吧，俺一个农
民挣点钱也不容易。”

“哎妈呀我的爷爷，您就别
磨叽了，二十八块钱！再等会儿
就赶不上火车了。”司机笑嘻嘻
地不容分说把老人推上了车。

司机加大了油门，“突突突”
卷起一道灰尘。三轮车像海浪
里飘荡的小船，晃晃悠悠地钻进
了夜幕里。

老人注视着前方，眼泪时不时
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司机跑这
条线路多年，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神
态。他还是习惯性地开了口。

“大伯，您是来看什么人？”

“看儿子，快过年了，俺来给
他送点好吃的，这是他第一次在
外边过春节。”

“还得在里面待几年？”
“六年。这孩子平时挺听话

挺老实的，哪知道这回一冲动竟
惹了大祸，赔了人家不少钱。来年
俺还得多种几亩地，给他还债。孙
子还小，俺也得管。”

“您就想开点吧，哪家都有
难念的经。现在您是家里的顶
梁柱，可得挺住。”

司机打开收音机，想舒缓一
下老人的情绪。

“不行孩子,俺得回去。”老
人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样子很
着急。

“几点了您还回去，这一折
腾还能赶上火车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俺有重
要的东西忘记给儿子了。”

“这么晚，可得加钱！”

“给你六十吧！”
“六十可不行。”
“那就给你一百，总行了

吧！”
老人咬了咬牙，一副豁出去

的样子，看样子要回去办一件重
要的事。

漆黑的夜幕里，车灯滑过一
道弧线，三轮车不知疲倦喘着粗
气，铆足了劲往回跑。

刚停稳，老人匆匆地下了车。
司机怕老人赖账，紧跟在他

身后。费了半天时间，老人才找
到了夜间值班的管教。

幽暗的灯光下，老人颤巍巍
地从贴身的衣服兜里，掏出一个
旧手帕，展开，露出一张崭新的百
元钞票。老人眼睛里闪现出一丝
光泽：人老了记性差，麻烦您转交
给我儿子——

“这是我老伴儿给他的压岁
钱。”

■优品诗歌

重要的事 □ 王维钢

椰子寨，一个故事的楔子

万泉河，像一卷折叠又抻开的
曲折故事
在一个椰子成阵的村寨
携着台风的余威登岸
暴动的潮水漫过青砖老街
开始铺陈演绎
琼崖革命的流湍浪急

河畔的那棵木瓜树
以为子弹嘶叫的尖利
只是黎明被惊醒时
发出的过度声息
懒懒的，挂着眼袋
再回梦里

白石岭却拍案惊奇
文明的宣言，善集的力量
重于千顿巨石
呐喊带着浓浓的血迹
擎天石柱般拔地而起

这是瞬间被凝固的楔子
深深嵌入
二十三章节的每一个字

母瑞山的那棵芭蕉树

离开时，我再回首凝望
那棵孤独的芭蕉树
她站在风里
离小路远些
靠山脚近些
绿盈盈的叶子
像蓬勃生长的岁月
不再飘逸

这棵老母亲般的芭蕉树
她用如盖的清凉
抵御过炎夏的酷暑
还用温暖的胸脯
拥抱过无衣遮体的寒冷
缺粮少食的饥肠辘辘

此刻，秋日的阳光
正散漫地拍打着
半潮的泥土
她是睡着了吗
困了，累了
还是在闭目回味
曾经的旗卷彩云
曾经的风雨如晦

六连岭

连着手，连着心
茅草、番仔刺，或者木棉
贴背交臂
湿冷雨季中护佑美丽的家园

连着魂，连着魄
野花、河鱼，或者飞鸟
水墨丹青
天然契合中挥写自由的信念

连着军，连着民
山洞、沟渠，或者岩石
风骨峭峻
峥嵘岁月里编织牢靠的防线

像被风儿弹吹的线条和节奏
跌宕起伏的六连岭
注满红润的精气神
绵软又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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