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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disk/home?#/all?vmode=
list&path=%2F%E7%8E%AF%E8%AF%84%E6%8A%A5%
E5%91%8A%E4%B9%A6纸质版可向建设单位查阅。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影响范围内所有公
众，包括受本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
体，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其他公众。

3、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及途径：您如果对该
扩建项目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可通过打电
话、发电子邮件或亲自到内蒙古蒙鑫冶金有限公司进

行反映、咨询。
4、征询公众意见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自

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5、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内蒙古蒙鑫冶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内蒙古清水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胡 龙
联系电话：15124748246
E-mail：389703727@qq.com

内蒙古蒙鑫冶金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内蒙古蒙鑫冶金有限公司铁水炉外提取钒钛渣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拟采

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值班室改造项目”的
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
加。资格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
chinabidding.com.cn） 及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
//www.nmgjqzbw.com）上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王建光和崔正强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王建光 崔正强
电话：15598030502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
2019年1月9日

值班室改造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说到古人喜欢猫，我
国动物考古学家认为国人
可能史前就开始养猫了。
如周本雄先生在河南汤阴
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动物骨
骼中，鉴定有家猫的遗骸。

从先秦开始，我国就
有非常明确的关于猫的记
载，《庄子·秋水》：“骐骥骅
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
如狸狴。”《韩非子·扬权》：

“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
用其能。”古时候把猫叫作
狸，主要是用来抓老鼠守
食粮的。

等到了唐
宋，养猫迎来
了 一 个 高
峰。贵族养
猫 的 越 来
越多，连进
贡的贡品中
都有猫这项。
唐朝前，大家觉得
猫登不上台面，没什么人
画它，唐之后画猫的也越
来越多了，比如说唐代的
卢弁、宋代的李迪等等。

猫为何被称为猫

猫奴可曾想过，猫为何
被称为猫？陆游的祖父陆佃
解释，“鼠害苗，而猫捕之，故
从苗”。陆游的祖父看来也是
爱猫人士，他的解释让人叫

绝，原来猫大人在古代还是
保卫庄稼的战士，它名字里
还暗藏着“苗”，隐隐透露着
勤劳。明代的李时珍在写《本
草纲目》时，也不忘记给猫
一笔，“猫有苗茅二音，其名
自呼。”意思是“猫”的发音
有“miao”“mao”两种，都是
源自于它的叫声。

古人爱猫有真情

大书法家黄庭坚就是
一个爱猫之人，他在他的

《乞猫》中记载：秋
来 鼠 辈 欺 猫
死，窥瓮翻
盘搅夜眠。
闻道狸奴
将数子，买
鱼 穿 柳 聘
衔 蝉 。“ 狸

奴”“衔蝉”都
是古时人们对猫

的爱称，所以说猫奴可谓
历史悠久。这句其实写的
是黄庭坚家里被老鼠弄得
无比烦恼，得知附近有户
人家的猫生了几只小猫，
就想去买条鱼来“聘请”这
位除鼠能手。

黄庭坚在《谢周文之
送猫儿》中写道：养得狸奴
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
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
令鼠穴空。还借周亚文细

柳练兵的典故来夸赞这位
爱猫是捕鼠能手，有大将
军的风范，又借机夸赞送
猫的周文。

相比而言，猫奴陆游
却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猫
的爱恋：“■贱窥篱无狗
盗，夜长暖足有狸奴。”漫
漫长夜，年迈的陆游有只
猫来暖脚，想想画面也觉
得温馨。在陆游一生写过
的诗当中，有十多首都是
他与猫之间的故事，他还
给自己养过的猫起了各种
萌萌的小名，比如“粉鼻”

“雪儿”“小於菟”。此番真
情，颇耐回味，果然一个不
折不扣的“铲屎官”。

到了明清时期，古人
养猫养出了经验，清朝咸
丰年间，黄汉专门编著了
《猫苑》，介绍猫的种类和
故事。

晚清四大臣之一、洋
务派的杰出代表张之洞，
也是重症猫奴。他的堂兄
张之万这样描述：卧室里
有数十只猫，都是他亲自
喂的。猫在书上拉屎，张
之洞也不觉得脏，默默用
手帕擦干净。还对旁人
说：不许打骂猫猫，猫咪
处处方便可以饶恕，但是
人到处方便，那就不能原
谅了！

（据《燕赵都市报》）

老同学重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1年秋季。大家都是当年就读于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中学的同窗学友，是在刘守禾（前排左三）赴和林格尔视察农村工作期

间和老同学相会时的合影留念。 文/武俊林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85年，是我在海军潜艇

学院就读时，第一次海上

实习时与实习舰的合影，

在大连海洋岛。

当实习舰驶离码头不

久，我们即开始了海图作

业。注视着山峦起伏的大

地，氤氲缭绕间远近高低

各不同，美不胜收。不过我

们早已没有了闲情逸致，

因为首要任务必须将现实

中的山与海图中标绘的山

一一对应，由此在茫茫海

上确定自己的方位，保证

军舰航线的正确。要想正

确识别出岸上的山峦，绝

不是件容易的事，实践经

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

们初出茅庐，一群人总会

为一座山姓什名谁争论不

休，好在教

员经验丰

富，关键时

候总是给

我们指点

迷津。看着

自己逐渐

绘出的舰

位不断延

伸，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起风了，军舰开始摇

晃不停，像个不倒翁。只

一会，我们的胃也掀起了

汹涌的波涛。大家依然坚

守在岗位上，趁着呕吐的

间歇，攀上电罗经观测目

标方位，手持六分仪测量

太阳高度。这，与其说是完

成教员布置的作业，不如

说是完成来自大海的第一

张考卷。大海用激荡的情

感，流动的语言，洗礼了我

们这些第一次贴近大海的

年轻学员。 文/李 仲

汉代孔融有句名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它
的意思是，光阴不能停留，
像流水一样消逝。

说起孔融那是大大的
有名，“融四岁能让梨”，早
就把他的美德载入史册。孔
融少有异才，勤奋好学，当
时被称为俊秀。汉献帝时，
孔融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
其中因担任过北海相，被称
为孔北海。孔融不仅有才
华，更属于性格宽容，不猜
忌别人，重视人才，喜欢提
携年轻人的好人范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时，东吴有一个名叫盛

孝章的贤士，和孔融一样
很有才华，为人却耿直、孤
傲，自然就成了孔融的好
朋友。盛孝章先是担任吴
郡太守，后因病辞官家居。
盛孝章这样的性格容易遭
到别人的忌恨。那时的江
东霸主孙权对他很反感，
甚至想方设法要除掉他而
后快。孔融对他朋友的处
境当然很关心，就想把他
推荐给掌握国家实权的曹
操，以便寻个活路。

在那个时代，举荐人
才很流行，“外举不避仇，内
举不避亲”，足以说明举荐
人才的风范。此前，孔融曾

向汉献帝举荐过才华横溢
而又放荡不羁的祢衡，为
此，他专门写过《荐祢衡表》
上奏给汉献帝。另外，对于
他发现的人才，他还会写信
鼓励，当他得知京兆人韦康
和弟弟韦诞都是难得的人
才，他便写信给其父亲太仆
韦端，表达了他爱惜人才、
鼓励向上的情怀。还衍生出
了“老蚌生珠”的成语。

孔融向曹操举荐盛孝
章，一方面说明，盛孝章是
他的朋友，他更知道他朋
友的能力和水平，为国家
举荐人才，也是为官的孔
融职责所在；另一方面盛

孝章在东吴不得志，而且
有性命之忧，举荐出去，被
曹操任用后，还可以解救
他的朋友，何乐而不为。当
然，那时举荐人才也是有
风险的，如果被举荐人出
现贪腐和渎职行为，举荐
人会被追责。但是从孔融
义无反顾地举荐盛孝章来
看，的确是很紧迫的。

怎么能让曹操对一个
不熟悉的人才有所了解，
并能答应任用盛孝章呢？
于是孔融就用他的生花妙
笔写下了著名的《与曹公
论盛孝章书》。文中写道：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

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
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
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
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
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
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
得复永年矣!”这就是“岁月
不居，时节如流”的来历。

孔融在这封举荐信中
诚恳而又急切地说：如果
你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
负，就必须广泛招揽贤才。
珠玉没有长腿也会来到人
们手中，这是因为人们喜
爱它。而贤才是长有腿的，
如果你尊重他们，他们便
会主动来投奔。“不胫而

走”的成语就是出于此处。
孔融还述说了好朋友

盛孝章的才华和危急处
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
助。本来曹操就是一个善
于招贤纳士、重用人才的
领导，就采纳了孔融的建
议，下令征盛孝章为都尉。

然而，那时的交通和通
信太慢了，再加上决策的过
程需要时间，三耽误两耽
误，盛孝章没能等到孔融的
救援到来，就已经遇害了。
虽然孔融前功尽弃，但是他
这种热心为朋友两肋插刀
的精神，至今仍被人们所乐
道。 （据《北京青年报》）

古代的猫奴

与实习舰合影

◎◎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