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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湖南党史人物故事

【生平】

郭亮 （

1901

—

1928

），湖南长沙县

（今望城县）人。

1921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工会委

员 、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国民党

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分管工人运动。

发动了震撼全国的粤汉铁路大罢工，组

建了全国铁路工会最早的统一组织粤

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了铜官陶业工人抗

税斗争，组织了长沙两万多人举行夏节

（农历五月初五 ）总示威 ，声援上海 “五

卅”惨案。在从事工人运动时，郭亮虽多

次遭敌人通缉，但一直战斗在工运第一

线 ，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 、湖南

工农商学大联会主席、湖南省审判土豪

劣绅特别法庭主席、中共湖南临时省委

代理书记兼工人部长，为推动湖南乃至

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 ， 他出任过湖北省委书

记 、湘鄂赣边特委书记 ，积极恢复和发

展党组织 ， 发动工农开展武装斗争 。

1928

年

3

月

27

日 ，由于叛徒告密 ，郭亮

在岳阳被捕并连夜押往长沙。

29

日凌晨

被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口，牺牲时年仅

27

岁。郭亮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毛泽

东在延安谈起郭亮时 ，赞扬郭亮是 “有

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1928

年

3

月

27

日夜晚， 由于叛徒出

卖，郭亮在其住处岳阳“李记煤栈”中共

湘鄂赣地下特委机关不幸被捕。

敌人抓到郭亮，深恐发生意外，用手

铐脚镣， 于

28

日下午

4

时左右押回长沙。

郭亮在火车上，对押送者宣传共产主义

理论，大谈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前途、人民

的命运，滔滔不绝，押送者为之钦佩，并

为他解松镣铐，供给茶水。

一到长沙，反动派立即出动军警，戒

备森严。郭亮气宇轩昂，坐在人力车上穿

城而过，到“铲共法院”时仍谈笑自若。当

时“省总工会委员长被捕”的消息传遍全

城，整个长沙顿时人心震动。“铲共法院”

监狱更是惶惶不安 ，如临大敌 ，重兵把

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整个监狱围

得水泄不通。

长沙全城宣布特别戒严，敌人更不敢

拖延时间。 当晚就开始审问：“你是郭亮

吧？” 他揶揄道：“你们难道不是把我做郭

亮抓来的吗？”讽刺得审判者满面通红。

审问者进一步追问他党的组织，郭

亮断然回答道：“共产党人是抓不尽的，

要杀就杀 ，不必多问 。”并且幽默地说 ：

“你问我共产党组织？ 开眼尽是共产党

人，闭眼没有一个！”这就是当时流传至

今仍一个字不差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郭

亮的“口供”。反动派非常害怕地下党和

游击队会来劫狱，国民党武汉机关给反

动头子何键发来加急电：“立即处决”。

敌人也不敢公开宣判，于

29

日凌晨

2

时，偷偷地将郭亮杀害于司门口湖南“铲

共法院”前坪。将他的头悬挂在司门口的

墙上。第三天又将头运回烈士的家乡铜

官，挂在东山寺戏台的木狮子上。郭亮在

“铲共法院”的牢狱中，当临刑前夕，他还

激昂地给妻子李灿英写下了最后的遗

书，然后从容就义。

鲁迅高度赞扬郭亮宁死不屈的精

神， 痛斥敌人的凶残：“革命被挂头吓退

的事是很少有的。”

本报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史宣 整理

“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郭亮

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文良安

吕运涛 邓利良 夏亮

曾是长沙西部相对贫困的宁

乡县突发奇力， 从

5

年前全国县域

经济第

169

位升至去年的

73

位 ，平

均每年以

20

位的速度上升。寻其突

飞猛进的奥秘，县长黎春秋一语中

的：“要素聚集的必然。宁乡已成中

部人才、技术、资金的洼地。”

宁乡是一个人文荟萃、物产丰

富的宝地，孕育过共和国主席刘少

奇 、科坛泰斗周光召 。宁乡的粮猪

全国闻名 。然而 ，传统的粮猪大县

造不出经济强县。宁乡县决策者深

刻体会 ，县域经济的竞争 ，就是生

产要素的竞争，是人才、技术、资金

的竞争 ，打造要素的洼地 ，才能形

成发展的高地。

为此，宁乡在全省率先提出两

个“唯一”，即：招商是唯一选择，项

目是唯一载体。宁乡县锲而不舍地

高举招商引资这个“第一菜单”，为

创造资金入县的“绿色通道”，宁乡

人举资数亿元，修筑一条

10

公里长

的金洲大道 ，让长沙 “无费 ”入宁

乡 。区位地位的刷新 ，地理壁垒的

突破，使资金滚滚而来。东洋铝业、

泰国正大等

5

个世界

500

强企业在

此投资办企业；三一重工斥资

30

亿

元，建起全国最大的汽车起重机生

产基地；远大住工在此创建全国独

一无二的住宅生产线 。“十一五 ”

5

年中， 宁乡县到位县域外资金

683

亿元，为“十五”期间

4.5

倍 ，累计启

动千万元以上项目

1922

个。资金聚

集， 使宁乡新型工业迅速崛起，已

形成机械制造、新材料、食品加工

3

大支柱产业。 工业企业从零起步，

由小变强。 产值过亿元的企业由

5

年前的

16

家增至去年的

120

家。宁乡

经开区由中小企业园成长为国家

级开发区 ， 成为宁乡县域经济的

“增长极”、“燃爆点”。 曾经仅出产

稻谷与生猪的宁沩大地，成长着工

业经济大树，且工业品牌扎堆，“国

家号 ”的品牌就多达

15

个 ，成为中

部县级之最。

“十二五”开局之年，宁乡人又

发奇想：将长沙城市交通主干道五

一路牵进宁乡， 将

319

国道改造成

城市大道 ， 将梅溪湖路延至宁乡

县，将长沙河西新城的核心揽入怀

中 。由此 ，宁乡与长沙的对接点由

目前的

2

个扩大到

5

个。宁乡与长沙

时空距离的拉进，资金“洼地”效应

日显。今年日历刚刚掀开，“中国第

一炒” 洽洽食品携资

5

亿入宁乡打

造华南最大的炒货基地， 投资

6

亿

元的澳门名嘉广场签约入驻，世界

500

强联合利华、 德国巴斯夫双双

问鼎，长沙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

行、中科招商私募投资公司接踵而

至。仅一季度，引进规模项目

77

个，

到位县域外资金

47.7

亿元。

发展县域经济 ，引人才 、引技

术更是成败攸关 。 黎春秋介绍 ，

2008

年，宁乡县欲从日本引进一条

手机生产线，

50

亿日元， 价格还算

适中， 可人家不提供人才与技术。

一条高科技的生产线，对当时的宁

乡有如一本天书，相看两不识！

由此 ，宁乡县痛下决心 ，力推

引才。

2008

年，金融危机来临，大学

生就业难时， 宁乡县一掷千金，推

出“

5127

”人才引进工程。连续

3

年，

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大名校引进博

士

51

名、硕士

116

名、本科生

565

个。

高端人才的入驻，使宁乡的县域经

济发展如虎添翼，各种高端技术随

之而来。宁乡如今拥有省市级工程

技术中心

6

个， 去年全县专利申请

534

件，同比增长

72.25%

。县内企业

楚天科技一家专利过

100

项， 成为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拥有专利最多

的企业之一 。去年 ，宁乡高新技术

产值达

84.93

亿元，同比增长

93%

。

要素的聚集， 造就了宁乡县域

经济的厚积薄发。“十二五” 开局之

年的宁乡，响亮喊出“挺进

50

强，提

速过

100

亿。”今年一季度，宁乡的财

政收入已达

11.88

亿元，增长

50.8%

。

要素聚集 奇力突发

———宁乡已成中部人才、技术、资金洼地

资源要素聚集的宁乡， 吸引了

3

万亩现代粮食产业示范区项目落户。

图为回龙铺现代粮食产业示范区的大棚水稻秧苗。 本报记者 谢婉雪 摄

郭亮 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本报

4

月

22

日讯（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雷

文明）为进一步拓宽社会监督渠道，保障和

监督公安交警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切实为

人民群众提供良好服务， 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昨天向社会发布了有关监督举报公告。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请群众和新闻媒

体就以下问题积极举报：一、公安交警投

资入股、 入干股或直接参与汽车修理、汽

车安全性能检测、 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汽

车故障（事故）施救、从事机动车及其驾驶

人商业保险、为交通事故（交通违法处罚）

及办理机动车牌证提供有偿中介服务等

经营活动；二、公安交警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在其职务管辖范围内参与汽车修理、汽

车安全性能检测、 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汽

车故障（事故）施救、为交通事故（交通违

法处罚）及办理机动车牌证提供有偿中介

服务等经营活动；三、公安交警利用职务

便利强行要求管理对象到指定的经营场

所修车、检测、驾培、施救、强制办理商业

保险、接受交管中介服务、利用职务便利

为上述经营活动提供保护等行为； 四、公

安交警接受参与影响交管公正执法经营

活动当事人钱物、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吃

请、娱乐、旅游等不当利益。五、公安交警

存在其他相关违纪违法行为。

凡发现我省公安交警存在上述问题

的，广大群众、新闻媒体可向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举报。举报电话为：

0731-84068157

（上班时间 ），

12122

、

15581628118

（

24

小

时），传真：

0731-84068157

，也可登录互联

网《平安在线》网站举报。

本报

4

月

22

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刘坚平 曾致） 今天上午， 中国农工

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和湖南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音

乐家协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和农工党湖南

地方组织成立

80

周年， 主办方联袂打造

的主题为 “献礼·圆梦 ” 的弦舞———蔡

霞胡琴艺术音乐晚会 ， 将于

5

月

22

日晚

在长沙湖南大剧院上演。

此次音乐晚会由国家二级演奏员 、

农工党党员蔡霞领衔主演， 将突破以往

个人音乐会单一老套的表演模式， 精心

选取胡琴中的二胡、高胡、中胡、坠胡、大

筒，以“弦

+

舞”为表现形式，全面展示演

奏、 表演与伴舞的有机统一， 达到器乐

美、舞美、意境美的完美视听享受。蔡霞

3

岁开始学艺， 先后师从宋飞等器乐演奏

名家 ，曾多次赴希腊 、美国 、奥地利 、英

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是

目前惟一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过二胡

独奏的湘籍演奏员。

本报

4

月

22

日讯 （通讯员

严芳）

4

月

20

日晚， 湖南大康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支部

书记陈黎明以 《红色精神， 源远

流长》 为题， 为全体员工上了一

堂生动的党课， 勉励大家继续发

扬优良传统 ， 为推进新农村建

设， 带动农民致富作贡献。

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 大

康牧业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为宗

旨， 以创建大康绿色生态品牌为

目标， 以确保肉品质量安全为己

任， 制定了活动方案， 将内容细

化到月份和工作日， 并于每个季

度安排一次全体员工参加的集中

党课教育。 同时， 高标准建起党

员活动室， 将党的知识、 制度、

标语、 党员公开承诺书等公开展

示， 营造浓郁的创先争优氛围。

这大大激发了青年员工的政治觉

悟和工作热情， 纷纷要求向党组

织靠拢。 目前， 公司已有

14

名员

工递交入党申请书， 党支部最近

又选送

4

名骨干参加了全市的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 针对员工流动

性较大、 年轻人较多的现状， 公

司还决定成立共青团组织， 更好

地调动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

修车 驾培 办保险

交警强行指定场所将被举报

举报电话：

0731-84068157

（上班时间），

12122

、

15581628118

（

24

小时）

创先争优激发青年员工热情

大康牧业14名员工递交入党申请书

4

月

22

日， 长沙市长郡中学义工在辅导小学生学写毛笔字。 该校

17

名高三保送生在岳麓区蓝天希望

小学开展为期

3

周的爱心助学助教活动。 陈溪 蒋李明 摄

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

许月华 ， 女 ， 湖南省湘潭市

社会福利院供养人员

李国武 ， 男 ， 湖南省十三村

食品有限公司经理

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

陈建教 ， 男 ， 湖南省石门县

新关镇人大副主席

朱国庆 ， 男 ， 湖南省慈利县

澧水冷水渡口船长

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

唐中和 ， 男 ， 湖南省新宁县

丰田乡庄丰村乡村医生

曾玉萍， 女 ， 湖南省隆回县

六都寨镇星星村卫生室乡村医

生

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沈国初 ， 男 ， 湖南省常德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主任科

员

盘晓红， 女， 湖南省蓝山县楠

市中心小学副校长

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

常林庄， 女， 湖南省长沙县白

山镇新中村易家塘组人

陈雪峰， 男， 湖南省祁东县红

旗水库管理所党支部书记

湖南省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暨省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公告

经各地和广大群众推荐，省

推荐申报全国道德模范活动评

选委员会认真评审，湖南省第三

届全国道德模范暨省道德模范

10

名候选人已经产生。根据中央文

明办有关文件要求， 现将

10

名候

选人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干部群

众反映有关情况。凡来信、来电或

当面反映有关问题者，必须签署

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

位。所反映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

受理时间 ：

2011

年

4

月

23

日

至

2011

年

4

月

29

日

受理单位： 省推荐申报全国

道德模范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办公地点 ： 省委三办公楼

408

、

405

室

办公电话：

0731-82217445

、

8268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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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22

日讯（记者 李茁 通讯

员 蔡济时）记者昨天从宁乡县公安局

获悉， 该局近日破获一起撬盗车牌敲

诈钱财案， 警方在行动中抓获邵东籍

犯罪嫌疑人赵某、唐某。据悉，这两名

疯狂的窃贼发财心切， 居然一晚上撬

盗车牌

50

余副。

4

月

14

日一早，家住宁乡县城的袁

某遇上了一件烦心事： 其私家车车牌

被盗， 而盗贼车上还留了一张索要赎

金和联系电话的字条。 袁某当即向宁

乡县公安局玉潭派出所报案。 而就在

前两天， 玉潭派出所多次接到类似报

案。该派出所迅速成立专案组，对案件

进行侦破。 专案组民警通过深入走访

调查得知， 受害者都发现了一张小偷

留下的字条，所留的都是同一个号码。

有失主拨通那个电话后， 对方提出索

要

100

元至

200

元不等的赎金， 要求失

主将钱打到银行账户上。

在某银行营业网点前的视频监控

资料当中， 民警见到了作案者的身影。

当即， 玉潭派出所派出

20

多名警力，对

县城内的宾馆旅社进行清查。

4

月

14

日

11

时许，办案民警在连续清查

20

多个宾

馆旅社后，终于在县城白马大道附近的

一家旅社内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讯， 两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他们分别为赵某和唐某，都是邵

东人。

4

月

12

日晚至

13

日凌晨， 两人在

宁乡县城盗窃机动车车牌

50

余副。目

前， 两人因涉嫌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被刑拘。

据办案民警介绍， 警方已找到部

分被盗车牌， 其认领前的相关手续正

在办理当中，车主可从

4

月

21

日起到宁

乡县玉潭派出所认领， 相关事宜可与

廖警官联系，电话

13607497412

。

本报

4

月

22

日讯（记者 李茁 通讯员

周巧云）今天中午，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

分局几名民警趁午休时间， 来到该市第

三医院， 看望突发重病正在治疗的民警

卢湘宏。

卢湘宏是该分局网监大队大队长 ，

今年

2

月

6

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病

情十分严重。卢湘宏生病后，为了挽救他

的生命，一场爱心接力活动在该局展开，

短短两天时间， 共收到来自各个岗位民

警的

3

万多元捐款。

4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许， 正在医院治疗

的卢湘宏因脑出血并发胃大出血，病情危

急， 医生告知需要马上输血进行抢救。得

知情况后，分局局长张珞、政委王小会立

即以最快的时间组织民警献血。副局长王

群峰第一个献上了

200

毫升鲜血。接着，刘

少科等

7

名民警也纷纷献血。很快，凝聚着

浓浓情意的

2000

毫升血液由血站送到了

医院。目前，卢湘宏病情有所好转。

本报

4

月

22

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

员 陈洲）近日，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

经过周密部署， 一举打掉一个涉嫌持刀

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抓获团伙成员

7

人，刑事拘留

6

人。

4

月

1

日， 该分局城南路派出所民警

潘小春、 崔东林在走访群众时获取一条

线索：

3

月

28

日凌晨

5

时许，受害人陈某在

长沙市某酒店与一名叫 “霞霞”（长沙河

西某高校学生）的女子发生性关系，由于

“霞霞”未收到小费，即打电话叫来犯罪

嫌疑人王永胜（男，

26

岁，桃江县人）报复

陈某，王永胜随即召集同乡姚少君、谭志

勇、肖赛龙、詹伟、詹融、胖子等人，在犯

罪嫌疑人“霞霞”的带领下来到酒店，对

陈某进行殴打， 并用匕首刺伤陈某左眉

骨、后背以及腹部，并威胁陈某在规定时

间内拿

5000

元“了难”。

民警连续奋战一天一晚， 终于摸清

“霞霞”（真名叫张某）的真实身份，并在

河西某高校将其抓获。

4

月

2

日， 该团伙

7

名成员被抓获。

弦舞———蔡霞胡琴艺术音乐晚会将在长上演

民警突发重病住院 同事捐款献血救助

长沙打掉一

敲诈勒索团伙

以色敲诈5000元“了难”

【故事】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一晚上撬盗车牌50余副

■

“四化两型” 开新局———探访县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