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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毕节市烟草公司烟叶生产经营中心所辖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广惠路 1-5 号

商铺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租，欢迎符合条件的法人或个人参加竞租。

一、招租资产信息及竞租底价：招租商铺共 5间，招租期五年。每间商铺面

积 16.5 平方米，招租底价为每间商铺 41382 元/年，竞租成功后租金每年按 8%比

例递增。

二、招租方式：公开招租。竞租人通过竞价获取租赁权。

三、竞租人资格条件：竞租人应是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四、领取招租文件及竞租报名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年 11月 1日至 5日，上午 9:30至下午 4:00。

地点：毕节市七星关区头步桥烟叶生产经营中心行政楼四楼综合部 （行

政）。

五、竞租时间及地点：2021年 11月 9日上午 10:0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薇、袁前现

联系电话：0857-7180887

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烟叶生产经营中心
2021年10月29日

公 告
代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七星关区分公

司 （以下简称“中国移动七星关区分公司”） 业务的部

分渠道商，因停止代办时间较长，中国移动七星关区分

公司在清理清退历史业务代办保证金时，无法联系该部

分渠道商。

为了使渠道商利益不受损失，中国移动七星关区分

公司特发此公告，凡与中国移动七星关区分公司有过业

务合作且缴纳业务代办保证金至今未退的，请于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之内持移动公司开具的业务代

办保证金 （押金） 凭证到七星关区麻园路中段中国移动

七星关区分公司四楼进行登记，公司将择期统一退费。

逾期未按要求登记的，中国移动七星关区分公司将不再

受理。

联系人：黄贵林，联系电话：13765899000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七星关区分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声 明
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卫生院不慎损

毁空白 《出生医学证明》 34 份，编号：

U520642973-U520643006 （ 分 别 为

U520642973、 U520642974、 U520642975、
U520642976、 U520642977、 U520642978、
U520642979、 U520642980、 U520642981、
U520642982、 U520642983、 U520642984、
U520642985、 U520642986、 U520642987、
U520642988、 U520642989、 U520642990、
U520642991、 U520642992、 U520642993、
U520642994、 U520642995、 U520642996、
U520642997、 U520642998、 U520642999、
U520643000、 U520643001、 U520643002、
U520643003、 U520643004、 U520643005、
U520643006）。

特此声明

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卫生院
2021年10月29日

遗失公告
毕节市七星关区彝族学术研究会不慎遗失银行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许可

证》， 开 户 行 ： 毕 节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流 仓 桥 信 用 社 ， 核 准 号 ：

J7090000438403，账号：2761060001201100025242。
特公告作废

毕节市七星关区彝族学术研究会
2021年10月29日

中国电影一经党的指引，便焕发出

磅礴的动能和长久的生命力。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中国电影与中国共产党始终

紧密相连，党所制定的电影政策、建构

的电影文化，推动了电影事业的长足发

展；而电影则借助光影，生动再现了党

的百年拼搏历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周根红所著的 《百年光

影 红色芳华：中国共产党的影像变迁

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1年 5
月出版），从影像学的视角，绵密细致

地绘制出一部党的百年奋进史。

本书主要选取重要的影像资料、历

史资料、有代表性的电影现象和电影作

品，逐一讲解党在不同时代，以电影作

为宣传的利器，在展示家国形象、振奋

民族精神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尤

其是通过对不同时期优秀共产党人的集

中塑造，鲜明地展现出党的坚强和伟

大。

《百年光影 红色芳华：中国共产党

的影像变迁史》 共分七章，从左翼电影

与中国共产党的电影文化建设、全面抗

战时期的电影与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与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

新中国电影与共产党员形象、新时期电

影与中国共产党形象、90 年代主旋律电

影与中国共产党形象、新世纪电影与共

产党员形象塑造等方面，用历史的长焦

镜头，聚焦光影中的党史；用艺术的语

言，有力诠释党的初心和使命。一个个

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个个巍巍高大

的共产党员形象，对于我们研究党的百

年拼搏史，进一步增强对党的情感认同

和思想认同，都极具启发意义。

20 世纪 30 年代，“党的电影小组”

正式成立，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

导。党充分借助电影这一媒介，向社会

各界广泛发起政治宣传，先后领导了左

翼电影运动、国防电影运动等具有重要

影响的电影风潮。这一时期的电影，在

唤醒民族自觉，推动救亡图存运动向纵

深发展方面，都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春蚕》《渔光曲》《新女性》 等电影，

直指旧社会的黑暗，以全新的生活体验

和情感冲击力，宣扬了革命的思想，阐

明了党的奋斗宗旨，初步奠定了中国电

影的现实主义风格。抗战时期，中国共

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

动群众，与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

装斗争。在文化疆场，党广泛利用电影

这一鲜活的艺术门类，凝聚中华儿女的

民族士气，着重从精神层面，提振中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一个时期的 《八百

壮士》《塞上风云》《中华儿女》 等影

片，真实再现了党团结带领人民，与外

敌展开殊死搏斗的艰辛历程，热情讴歌

了党所领导下的抗战精神。新中国成立

以后，中国电影积极领会和贯彻党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高举现实主义和革命

英雄主义的大旗，立足弘扬社会主旋

律，传播时代正能量，以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不

同时期为背景，热切回顾了党在每一个

重要的历史关头，力挽狂澜，化危为

机。并充分利用电影声、光、电的集合

效应，通过大银幕，精心塑造了一大批

极具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优秀共产党

员群像。将党的自身先进性和强大感召

力，诠释得分外真切动人。《焦裕禄》

《大决战》《红星照耀中国》 等剧作，或

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或展示共产党人的

崇高品格，或截取中国历史某一重大节

点，多维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

的百年奋斗史和探索史，使人们深刻认

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

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而

激发起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

走的理想信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书写新的辉煌。

通过电影之鲜活演绎，探寻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历史变迁，是中国电影为党

史研究作出的一大贡献，也是时代赋予

的重任。新的时代，广大电影人应继续

发扬光荣传统，以文艺战线上的“四个

坚持”为引领，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

响时代前进号角，自觉把艺术理想融入

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以时不我待的奋斗精神，努力创作

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生

热爱中国，他所著的 《红星照耀中国》

（东方出版社 2021 年 1 月出版） 是令人

难忘的经典。刚翻开扉页，它便以磁石

般的魔力，深深吸引了我，随着阅读的

深入，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的不屈形

象，解放区人民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

一系列英雄故事，便坚如磐石般地镌刻

在我的心中。

时钟回拨到 85 年前。1936 年 6 月，

斯诺怀着对中国革命的仰慕，只身一人

前往陕甘宁边区采访。本书就是他此行

的一路见闻，以十二个章节的详尽叙

述，真实、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

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

的情况，生动再现了边区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奋发向上的精

神风貌。 1937 年 10 月，《红星照耀中

国》 一经出版，便在国际、国内引起了

巨大的轰动，让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

的抗战力量，赢得了全世界人们最广泛

的支持。书中，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正义

性、先进性和自我革命性的揭示，以及

对中国革命的深切预言，多年以后，都

得到了神奇般的验证，进一步彰显了这

部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

全书一开篇，便以一系列设问的方

式，引领读者跟随斯诺走进边区，去探

求中国革命的红色渊源以及前行方向。

作者在延安等地实地走访长达 4 个多

月，相继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彭德怀、贺龙等革命领袖。毛泽东

的质朴纯真，以及对中国革命高屋建瓴

的洞察力，周恩来的沉稳机智、朱德的

爱兵如子、彭德怀的开朗乐观、贺龙的

谦和大度……都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从他们执着的奋斗轨迹里，可以清

晰地洞悉到中国革命的薪火是那么的炽

热，已然照亮了星空。与此同时，斯诺

每到一处，还把观察的视角对准普通的

边区军民，从他们为什么要当红军，缘

何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到

他们怀揣革命理想，对共产主义事业充

满必胜的信心，斯诺一路娓娓道来。每

每以拉家常般的亲切，把中国共产党与

边区人民所结下的深厚情谊，军爱民、

民爱军，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高昂士气，

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出来。

作 为 一 本 跨 越 时 空 的 红 色 经 典 ，

《红星照耀中国》 堪称热情洋溢的宣言

书。它如实记录下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

生活状态，诠释着红色江山在这里永固

的生存密码，将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和

信念，不仅传遍了整个中国，而且传播

到全世界。作者以回瞻的笔触，将中国

共产党创立、发展的历程，以线性叙事

的方式，穿插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西

安事变、国共合作等诸多大事记中，其

间，通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红军剧社、兴

办红军大学、教边区人民识字读书、繁

茂边区经济等多重书写，生动呈现出中

国共产党与边区人民同甘共苦、心忧天

下、勇于担当的济世襟怀。

书中，作者秉持着忠于历史、还原

历史的态度，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良知，

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寄予了深切的关怀。为了真实表现中国

人民的苦难和觉醒，斯诺在采访毛泽东

等革命领袖人物时，都选择让受访者以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个人的成长

和家国命运，从他们的心灵激荡和思想

蜕变中，力求原原本本地展现出一代代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

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业，所作出的

巨大奉献和牺牲。这种纪实性的描摹，

让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愈加鲜活丰满，

也让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时光悠悠，

尽管 《红星照耀中国》 已问世八十多

年，但它的巨大魅力，依然令人难以忘

怀。他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那段红色

历史，放置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

视域下审视，深刻揭示出正义终将战胜

邪恶，中国自从产生了共产党革命面貌

便焕然一新等宏大主旨。

今天，我们阅读 《红星照耀中国》，

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它能加深我们

对党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在抚今追

昔中，进一步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坚

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

心，凝聚起磅礴的伟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

跨越时空的红色经典
——读《红星照耀中国》

□ 刘昌宇

遗失声明
●大方县贵鑫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贵州大方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鉴卡 1 张，编号：0014274；网银 U 盾 2
个，编号：王静 610267000048674、陈尔荣 610267000048675。
特声明作废。

●钟金凯、杨艳不慎遗失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出生

医学证明》 1 份，新生儿姓名：钟若函，编号：R520080751。
特声明作废。

●贵州毕节双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520502MAAL2U0D32）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1 枚 ， 编 号 ：

5205021078218。特声明作废。

●纳雍县恒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纳雍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2811010001201100078118） 不慎遗

失银行预留的财务专用章 1枚，编号：52242608101702；《采矿

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C5224262014057130133961；发

票专用章 1枚。特声明作废。

●陈忠坚不慎遗失贵州七众置业有限公司/奥莱国际正

112、正 113 号商铺房产证办证费用收据 1 份，收据号码：

0110501，金额：1100.00元。特声明作废。

●毕节市七星关区远航清北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 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 副 本 ， 证 号 ： 教 民

152240170001389号。特声明作废。

2021年10月29日

《打开故宫》《肇建紫禁城》

作 者：王伟/跃然纸上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推荐理由：
北京故宫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宫

殿，更是华夏文明的汇集地，是一座

凝聚着五千年中华之美的艺术之城。

这座历经六百年风风雨雨的紫禁城，

默默见证了朝代更迭、荣辱兴亡、西

风东渐、振兴中华的历程。《打开故

宫》《肇建紫禁城》 是一套以故宫为

主题的超大规模立体书，通过纸艺立

体结构，完整、全方位展示故宫全

貌。《打开故宫》 一书中有全景、有

细节、有人物、有历史，大结构、小结构、上百个互动机关、数百个知识点，随意在

哪页停留，都能受益匪浅。《肇建紫禁城》 通过工笔手绘插画，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

厚重严肃的历史，讲述紫禁城的辉煌瑰丽及其神秘沧桑的建造故事。

别推荐特特 编辑荐书

有所思读读

用光影讴歌党的百年奋进史
——读《百年光影 红色芳华：中国共产党的影像变迁史》

□ 黄东光

千里刀光影，万里赴戎机。电影

《长津湖》 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

战役为背景，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严

酷的环境下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

利作出重要贡献的故事，呈现出生动的

叙事、小人物的家国情怀等，直戳观众

泪点，让人潸然泪下。影片也创下打破

票房、放映场次、观影人次等多项影史

纪录。

历史像面多棱镜，每换一个角度都

会有新的发现，拍不尽写不完。该影片

突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

将近 3 个小时的剧情中，不仅介绍了长

津湖战役的背景，还用细腻的视听语

言，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的烽火

岁月、“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壮志

进行“扫描”，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

弦，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感知满满正能

量。

电影是叙事艺术，关键是塑造典型

人物形象。影片从小人物的人生际遇出

发，塑造了以七连为代表的第 9 兵团这

一典型的英雄群像，用镜头语言将战斗

外的温情与战斗中的惊心动魄表现得淋

漓尽致，充分将剧中“小人物”的命运

和家国情怀相互交织，完美融合。

剧中的小人物，战场外是“毛头小

子、邻家小哥”，战场上却是“挺身而

出”是英雄。伍千里的刚毅，伍万里的

机灵，狙击手坐在坦克上时的孤独与苍

凉……鲜活的人物形象为影片注入无限

生命力和感染力，令观影者直呼“非常

过瘾”，切身感受“没有从天而降的英

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战争永远是个沉痛的话题。用影片

的方式来思考战争蕴含的正义之气，是

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打得一拳

开，免得百拳来”，翻阅历史不难知

道，有的仗不得不打。无可辩驳，哪有

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战争是残酷的，无数战士付出生命的代

价，就是为了胜利，为了和平。长津湖

这一仗，不但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军威，更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勋，

令人肃然起敬。

鉴往事，知来者。一部好的影片，

总是给人以思考、慰藉和启迪。历史不

会忘记，山河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长津湖用热血拼来山河无恙、国泰

民安，换来岁月静好、人间值得。我们

身处新时代，要不虚负这个时代才好。

这也是该片直指人心的力量所在。

人间值得
——观电影《长津湖》

□ 刘国琪

《宗白华讲美学》

作者：宗白华

出版社：后浪·四川美术出版社

推荐理由：
宗白华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

论的一代大师”，他在传统文化的浸

润中成长，后又留学德国。在中西文

化的碰撞中，他直抵中国文化精神的

核心，建构了以艺术境界为核心的美

学思想体系，与朱光潜并称为“20

世纪中国美学界的双峰”。

美学类的著作大多充满概念和逻

辑，而宗白华则用诗人的灵动笔触，

描述了美的本质与境界。他把中国体

验美学推向极致，并把艺术与人生结

合起来，让美不仅是一种研究概念，

而是深入到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生命

体验。本书为宗白华美学著述收录最

全的版本，是了解宗白华美学思想的

上佳选择。

《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

作者：袁明华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
《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

学课》以二十四节气为纲，从身边的

植物入手，介绍了应时而生的二十四

种植物，如蜡梅、白玉兰、油菜花、

桑树、枫杨树、合欢树、蜀葵花、无

患子等。每篇文章构思精巧如小品

文，由自然、四时、植物进入人文、

历史、风俗，进入人的内心，既有植

物知识的介绍，又有诗情画意，承袭

了感伤时事心忧天下的写作传统，同

时又提供开阔的眼界，传递全新的、

绿色的生活理念，是一部赏心悦目的

美文集。

影心得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