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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9日， 是武昌首义总指挥
蒋翊武先生在广西桂林就义100周年
纪念日。

蒋翊武，名保勷，1884年12月21日
出生在湖南澧州城（今澧县澧阳镇）一
个平民家庭。 年少师从周宣三、蒋作霖
等维新派知名人士，1902年入澧州官
立中学堂附设高等小学堂学习， 翌年
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西路师范学
堂。 他思想敏锐，勤于学习，勤于思考，
敢于担当， 特别是阅读王船山等人有
关著作后，受到强烈震撼，反清思想由
此萌生，立志普兴“吊民伐罪之师”，保
种保国。 1904年，蒋翊武加入革命团体
华兴会，参与黄兴、宋教仁策划的长沙
起义，事泄被学校开除，从此成为职业
革命活动家， 与刘复基等革命志士奔
走于沅湘一带，联络会党，组织机关于
常德祗园寺，以图再举。

1906年，蒋翊武在上海就读于中国
公学， 协助杨卓霖组织竞业学会， 创办
《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并由刘
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9年秋，他与
刘复基等一道去武汉，协助詹大悲办《商
务报》，并以此为依托开展革命活动。 此
时的武汉，革命活动异常活跃，不少革命
者潜伏在新军中，许多官兵接受革命思
想。 为策动新军，蒋翊武决意从军，经人
介绍进入黎元洪所部新军第四十一标
第三营左队，同时加入革命团体群治学
社。 不久，群治学社受挫，于1910年9月
改组为振武学社， 由蒋翊武代理主持。
1911年1月，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
“联合同志研究文学” 为名掩护革命活
动。3月，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刘复基为
参谋部长。文学社实为革命武装团体，其
目的就是谋划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府。
9月14日， 文学社成功联合另一革命团
体共进会，建立统一的湖北革命军总指
挥部，翊武先生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
的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 在蒋翊武等革
命志士的组织、策划和领导下，武昌首义
一触即发。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
州驻防赶回武昌， 立即与刘复基等人
在小朝街机关部， 召集各标营代表商
议起义事宜。 临近中午，孙武在汉口俄
租界参谋总部带人制造炸弹时， 不慎
爆炸。 机关遭到俄租界巡捕破坏，起义

名单、旗帜、文告等秘密全部落入俄巡
捕之手。 蒋翊武审时度势，果断以起义
总司令的身份，下达提前起义命令。 不
料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也遭到破坏，
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3人被捕，惨
遭敌人杀害。 蒋翊武得以机智脱险，旋
即走匿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 在10
日天亮时派人到各标营传令， 改在10
日夜间，依照9日原令的程序起义。 午
前9时半，蒋翊武以总司令身份连续下
达5道命令。 就在起义总指挥部遭到破
坏10余小时后， 工程营营代表熊秉坤
带领工程营的士兵打响了首义的第一
枪。与此同时，各路起义勇士纷纷响应，
奋勇当先，力挫敌锋，迅速占领敌署，清
吏望风而逃，武昌起义一举成功。

武昌首义成功后， 湖北成立军政
府，蒋翊武出任都督府军事顾问。 在他
的力主下，革命军得到较快扩充，为巩
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 之后，蒋翊武
又积极推动各省反正， 由此引发了全
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10月28日，蒋翊武
出任黄兴的经理部长兼顾问， 协同指
挥阳夏战争，黄公极赞蒋翊武之能，谓
为谋勇兼备。 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
昌危在旦夕，黄兴引咎辞职，黎元洪准
备放弃武昌， 而蒋翊武与张振武等一
道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并在
众人的推举下受命于危难之中， 以监
军继任战时总司令。 就职之后，翊武先
生立即选拔干部、健全体制、调整兵力、
划定防御区域，命张廷辅、杨载雄等沿
江布防，派董必武等组织后勤供给，率
兵重创清兵。 他还亲自深入士兵和民
众之中进行宣传鼓动，使军心重振，民
众踊跃参军。 同时，他注重分化瓦解清
军，促使清军纷纷倒戈投诚，使武昌城
得以转危为安。

1912年初，蒋翊武参与组织民宪公
会和鄂军毕血会，创《民心报》，拥孙（中

山）黄（兴）而斥袁（世凯）黎（元洪），并将
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不久遭黎元洪、孙武
等人排挤，被迫前往北京，袁世凯以高官
厚禄笼络，均被蒋翊武拒绝。同年8月，同
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蒋翊武被推举为总
部参议及汉口交通部长， 兼管湖北、湖
南、陕西三省党务，与宋教仁一起创办民
国江汉大学。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蒋
翊武闻讯后义愤填膺， 奋起讨袁， 首倡
“二次革命”，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
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袁， 募兵几达5师。
因湘督谭延闿牵制，取消独立，导致蒋翊
武出师不利，终遭袁贼通缉。后奔赴广西
以图再举义旗， 行至广西全州兴安县唐
家冲，不幸被驻军统领秦步衢所部逮捕，
解至桂林。袁世凯循黎元洪之请，电令广
西都督陆荣廷将其“就地处决”。

蒋翊武被捕入狱后， 与敌贼进行
了坚决斗争。 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
会向狱卒宣传革命。 特别是面对死刑
的判决，他泰然自若，神情依旧，只是不
忘告诫诸将士：“不灭袁氏，必误民国”。
临刑前，他慷慨悲歌，留下4首绝命诗，
真切深情地表达出对人生的感悟，对
民主共和无怨无悔的追求， 对民族前
途无限的担忧和对实现美丽中国梦的
热切期盼。 其中一首诗云：“斩断尘根
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
山住？ 只有余哀逐水流。 ”

1913年9月9日下午4时，广西桂林
丽泽门外秋日昏黄， 蒋翊武从容端坐
于刑场， 向前来送行或围观的群众作
最后一次讲演，尽情宣传革命大义。 在
场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行刑士兵凝神
静听，竟迟迟不肯开枪。 行刑官见状惊
惧，尤恐生变，罪恶的枪弹射向蒋翊武
的后背，一代英杰带着民族、民生、民权
的美好理想，以身殉国，年仅29岁。

翊武先生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29

个春秋岁月里建立不朽功勋， 与他特
有的精神特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是分
不开的。

他敢于担当，临危不惧。 在革命的
紧要关头，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他总
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勇猛果断。 担
任“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时，“独支危
局，矢志死守”，带领战友们布阵设防，
守危城，却强敌，确保了武昌首义的胜
利成果，确保了共和政体的顺利诞生。

他机智有谋，顺时而动。 来武汉开
展革命活动后， 他将群治学社改名为
振武学社， 后又将振武学社改建为文
学社，为的是避开清廷耳目，保证正常
开展革命活动。 在他的灵活运作下，文
学社最终力量壮大， 担当起了革命所
需的各项任务， 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他高风亮节，不图虚名。 1912年他
荣归故里， 地方各界拟在隆重欢迎之
时，将州城的多安桥更名为翊武桥，其
东门改为翊武门，正街改称翊武街。 婉
言谢绝后，他强调“革命事业远未完成，
民国前途多艰，瞻望前景，实所堪忧，尚
有赖同胞振作精神，继续奋进”。

他情深义重，行侠仗义。 1912年8
月，革命志士张振武、方维被杀害，他义
愤填膺，亲自到袁世凯的总统府诘责，
表示抗议。 对袁以每月800银元高薪聘
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 授予陆军中
将加上将衔、一级文虎勋章等，都“一如
当初，固辞不受”。

翊武先生的一生是短暂的， 他的
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百年岁月的风霜
中。 但他慷慨赴义、浩气凛然、舍生取
义的英雄形象， 在一百年后依然震撼
着世人灵魂。 他的英名、 他的业绩、他
的精神、他的理想、他的奋斗，将永远植
根在世人的记忆里， 成为当今国人不
惜生命、追求梦想的精神丰碑！

本报记者 王晴

今年 42岁的
戴方良，已在乡镇
工作了23年，是华
容县南山乡畜牧
水产站站长，同时
担任乡纪委副书
记。

9月2日7时30
分，他便骑着摩托
车出门了。 约5分
钟后，他到了生猪
人工授精中心供精站建设工地，
这是主要由他负责的生猪品改的
“重点工程”， 县畜牧部门投资60
万元， 建成后将造福全县10多个
乡镇的生猪养殖业。他告诉记者，
这是该乡畜牧事业迄今为止争取
到的最大项目， 他不敢有丝毫的
马虎，每天都要来两三次，与施工
代表孙文光就化粪池的进排水、
水管安装及化验室操作台等问题
详细商讨和交待之后， 时钟已指
向8时22分。 跨上摩托，戴方良急
急来到乡机关，8时30分， 乡机关
干部办点例会正式开始了。

9时10分左右， 会议结束。
刚打开手机， 县畜牧局分管负责
人来电， 告知已到供精站工地，
戴方良又急匆匆赶到工地， 详细
汇报工程进展情况。 在此过程
中， 戴方良又几次接到县水产局
电话， 称市水产部门来县调研，
需要其立即到县水产局提供乡镇
站所情况。 11时30分左右， 送走
县畜牧部门人员， 戴方良骑车立
即飞奔县水产局。 12时03分到达
县城， 吃午饭包括汇报情况共用
时35分钟。 因惦记县畜牧局安排
的生猪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调查
尚未完成， 戴方良不敢停留， 14
时20分到达畜牧站， 拿起调查表
及民情日记本等工具便直奔南圻
村二组刘小东家。 约20分钟后，
填完一份调查表， 戴方良来到办
点的虎尾水产场李龙训家开展民
情走访， 李龙训反映场里沟渠淤
塞严重， 不利渔业生产， 戴方良
正与其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15时25分， 接到乡纪委书记电
话， 急令他回机关商讨三合村会
计违纪的处理。

向李龙训道一声歉， 戴方良
收起调查本，急驰机关。他无奈地
告诉记者， 他们的工作常常被一
些“紧急情况”和乡里的“中心突
击任务”所打断，就是一户民情走
访有时都得连续“补火” 两到三
次。

15时50分到乡机关， 开会持
续至17时左右。 记者笑对从会议
室走出的戴方良，“现在可以放松
一下了吧？ ”“还早着呢！ ”只见他

匆匆赶往畜牧站，与3位工作人员
开起了碰头会， 从全乡能繁母猪
的调查摸底情况、 续交保险问题
聊到规模养殖场的防疫， 半个小
时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安排。

喝口水， 正准备与记者闲聊
几句，戴方良突然想起一件事，马
上发动摩托， 来到南竹村村主任
李敬阳家。 该村一组19户群众一
直没吃上自来水， 今年大旱时村
民要来回600多米挑水吃，群众反
映强烈。 正在建设中的生猪供精
站正好需要建自来水塔， 且正处
一组“地盘”，戴方良便与李建阳
反复征求一组群众意见，经过1个
半小时的协商， 达成了由供精站
和一组村民共同出资8万元建设
自来水的协议， 这样双方都节省
了投资，又解决了吃水难，皆大欢
喜。

离开南竹村，已是暮色四合。
回到乡机关食堂，开饭时间早过，
戴方良扒拉了几口剩饭， 才有空
闲与记者聊上几句。

“现在乡镇工作忙碌还是次
要的， 更主要的是在向服务型政
府转型过程中， 面对诸如违法生
育、无理上访等一系列难题，一线
处理的乡镇工作人员常常缺乏强
有力的应对手段。 ”

和记者扯了不到20分钟，戴
方良就从包里掏出4个本子，他告
诉记者：“晚上还有作业要做呢！ ”

记者仔细翻看， 一本是组织
部门的“民情日记”，他须整理；一
本是政法综治办的民情调查本，
一本是劳动人事部门的考核记事
本， 一本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学习
笔记，估计够他忙活2个小时了。

“上级部门的‘规定动作’一个
也不能少，实际上我们该做的事一
件没少做，但考核部门往往喜欢强
调这些纸上的东西！ ”

忙碌了23年， 先进得过无数，
但由于是“事业编”，使他难以进入
公务员“序列”，提拔和经济待遇也
难以与公务员“同工同酬”，这是他
心中长久以来隐隐的“痛”。

面对记者， 他对工作的忙碌
毫无怨言， 但对未来的工作环境
和待遇充满期待。

翊武百年祭
———纪念蒋翊武先生就义100周年

本报9月8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禹爱民 谭丙秋） 韶山市
旅游局原局长郭光辉近日被韶山
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10年， 并处没收财产10万
元。

郭光辉现年43岁， 案发前系
韶山市旅游局局长、党委书记，兼
韶山市城区景区行政执法局局
长、韶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法院

审理查明：2007年，郭光辉在担任
韶山乡副乡长期间， 利用负责征
地拆迁协调工作的职务便利，接
受他人请托，非法获得2万元用于
日常开支。 2009年至2010年，郭
光辉在担任韶山永泉科技园管委
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
招商引资、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5次非法收受或索取
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1万元。

忙碌与期待
———华容县南山乡畜牧水产站站长戴方良的一天

基层干部��跟班记

(上接1版①)

项目审批“一条龙”

以往， 地处省城外的一些科研单
位和非药品生产企业申购麻醉精神类
特殊药品时，都必须跑到长沙，在省食
药监局办理。 但在今年9月20日之后，
这些科研单位和非药品生产企业申购
这类药品时， 在所在市州的食药监局
便可办理， 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和成
本。 这是因为，省食药监局依法将这项
行政许可事项委托下放到各市州局。

简政放权，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
率，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的重要举措。

从2000年开始， 按照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我省先后组织开展
了10余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使全省
行政审批项目从最初的2543项， 精简
到590项（其中省本级396项），精简幅
度达76.8%。 目前，经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 我省又拟取消省本级项目5项，
拟下放项目50项。

与精简行政审批项目比翼齐飞的，
是行政审批的规范化、电子化建设。

长沙纵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湘
潭高新区政务中心办理迅达大道提质
改造（BT）项目融资手续，11个相关资
料，涉及7个部门的审批，一天之内就
全部办妥。 政务中心高效便捷的做法，
赢得了企业负责人的赞誉。

目前， 全省有40多个省直部门建

有办事大厅，13个市州、122个县市区
建立政务服务中心，对工程建设、工商
登记注册、土地房产办证、招商引资等
项目审批实行“一条龙”服务，审批效
率和服务水平大大提高。

2011年11月， 以行政审批为重点
的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和电子监察系
统正式开通运行。 该系统建设采用全
省统筹、分级管理、分工协作的模式，
覆盖58家省直单位和中央在湘单位、
14个市州本级499个单位，113个县市
区共3111个单位。 许多原本需要“东奔
西跑”的行政审批事项，如今只需点击
鼠标就能轻松办好。

截至2012年底， 省本级行政审批
上网率达100%，市州县行政审批上网
率达90%以上，全省网上审批办件量达
到108万件。

规范执法迎来企业“宁静日”

“以前隔三差五就会有执法部门
上门检查， 弄得我们把一些精力都花
在接待应酬上。 现在政府实行涉企检
查备案制度以后， 有关部门上门检查
次数少多了， 使我们可以一心一意抓
生产抓经营了。 ”这是衡阳一家企业负
责人的感受。

到企业检查必须提前一周填写申请
表予以备案，每个月的前20天为企业“宁
静日”，无特殊情况不得以检查名义进入
企业……围绕企业反映强烈的乱检查问
题，我省全力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以解决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
为重点，规范涉企执法，先后出台了《湖
南省规范涉企检查若干规定》、《湖南省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十条禁止性规定》等
制度，创新机制，严明纪律。今年上半年，
省优化办共收到涉企检查备案登记63
次， 并收集了35个部门近220项涉企常
规检查项目，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

同时，先后开展乱检查、乱收费、
乱处罚、 指定中介机构服务等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 严肃查处影响机关效能
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

2012年11月28日，群众到宁乡县工
商局驻政务中心窗口办理《食品流通许
可证》，窗口工作人员未一次性告知其办

证所需资料，且服务态度生硬，导致服务
对象多次往返。 县工商局对直接责任人
员和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某科室负责人
进行诫勉谈话， 并将负责此次办证的首
问负责人调离工作岗位。

新宁县司法局在2009年至2011年
违反规定超标准收取涉外公证费、普
法骨干业务培训资料费共80504元，损
害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影响了发
展环境。 当地监察局给予负有主要领
导责任的该局负责人行政警告处分。

据统计，2012年，全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优化办）查处影响机关效能和
损害经济发展环境案件543件， 问责
1514人。

（上接1版②）
优化经济环境，政府就必须依法行

政，强化法治和规则意识，严格依法依
规按政策办事， 只有让干部规规矩矩
用权， 企业和群众才有可能明明白白
办事 ；同时 ，推进诚信政府建设 ，说过
的话 ，承诺了的事 ，就要坚决兑现 ，出
台了的政策，就要一抓到底；要强化公
平意识，对各类市场主体要一视同仁，
不能厚此薄彼， 真正拆除各种 “玻璃
门”、“弹簧门”、“旋转门”， 进一步激发

民间投资。
行政效能低下，是影响发展环境的

重要因素。 要在推进服务型政府中，进
一步提高行政效能和办事效率， 坚持
“应减必减、能放就放”，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坚决克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 ”的衙门习气 ，彻底根除 “不给好处
不办事”、“雁过拔毛”式的“索、拿、卡、
要”恶习，坚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
检查等不正之风， 真正为投资者提供
优质服务和最大便利。

项目建设是发展的牛鼻子， 是稳增
长、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根本抓手。
没有项目，一切都是空谈。 因此，优化经
济环境，就应帮助企业切实解决融资难、
用地难、招工难等实际困难，结合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和“转作风、解难题、抓
关键、见实效”专项活动，深入项目一线，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优化经济环境，就必须用铁的纪律
和措施划出“红线”、“底线”，对影响湖
南形象、 破坏发展的行为实施 “零容

忍”。 省委最近出台的《十条禁令》就是
铁律，任何一条都不能逾越。 要让这些
铁的纪律和措施真正发挥作用， 不让
它成为好看不中用的 “稻草人”、“纸上
老虎”， 就必须“伤筋动骨”，动真格，出
硬招， 及时查处一批严重影响经济环
境的典型案件， 对那些胆敢破坏发展
环境的“出头鸟”，不管涉及谁，涉及哪
个层面，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迁就，
让铁的纪律和措施真正发挥出惩一儆
百的威慑力。

(紧接1版③)医生建议她到省里检
查。

犹豫了一会儿， 贺升桃选择
了放弃。无奈，村支书和村妇女主
任只好带她回家。 娄星区卫生局
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股股长姜德
华，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很是焦
急，连忙打电话，要求村支书和村
妇女主任把病人带回医院， 并向
局长刘长辉报告。 刘长辉又将这
一情况报告娄底市卫生局局长罗
琳。罗琳马上打电话，要求市中心
医院尽最大努力给贺升桃诊治。

下午3时，市中心医院组织专
家给贺升桃会诊。会诊结果：病情
严重，必须马上住院！

贺升桃还是不愿住院， 并很
快坐上的士离开了医院。 姜德华
获悉， 马上开车去追。 追了两公
里，又把他们追了回来。时间已到
下午5时许。

贺升桃主要担心钱不够，身
边没有人照顾。 人命关天！ 怎么
办？

下午6时， 为了这位高危产
妇， 娄星区卫生局紧急召开党组
会，决定从局里办公经费中，挤出
2万元资助贺升桃。 当晚，区卫生
局党组书记、 区人民医院院长易
军波，将第一笔住院费5000元和

生活费1000元送到贺升桃的病
床前。

住院5天，贺升桃的病情有了
好转。8月14日，她高兴地出院了。

贺升桃出院后， 刘长辉反复
叮嘱： 区妇幼保健院成立专家组
每周对贺升桃进行询问， 村妇女
主任每天去一趟孕妇家。 乡妇幼
保健专干每天给孕妇打一次电
话，两天上门看望一次。

8月17日，易军波带着医务人
员，专程去村里看望贺升桃，为她
作了一次全面检查， 还送去了生
活费。

9月2日清晨5时，贺升桃感觉
到腹痛厉害， 马上打电话告诉村
妇女主任。 村妇女主任立即向区
卫生局报告。 区卫生局第一时间
报告给市卫生局局长罗琳。 罗琳
要求市中心医院一定确保母子平
安。

市中心医院迅速做好接生和
抢救准备。 当天早晨6时许，贺升
桃被紧急送到医院。一个小时后，
医院顺利为其进行剖腹接生。 贺
升桃产下了一个女儿。 看到母女
平安，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9月3日， 罗琳和刘长辉到医
院看望了贺升桃， 送去了鲜花和
慰问金。

9月6日，长沙市开福区政务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在为市民办理证件。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9月8日， 南华
大学船山学院举行
庆祝第29个教师节
表彰大会， 10位由
学生投票海选出来
的教师受到表彰和
重奖， 并接受学生
献花。

曹正平 摄

戴方良（右）在开展民情走访。 通讯员 摄

受贿索贿101万元

韶山市旅游局原局长郭光辉获刑10年

政协澧县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