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列馆展厅里的伟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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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柳青 李勇

一座什么样的展馆， 才与湖南党史地位
相配？一座什么样的展馆，才能展现湖南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90
余年辉煌历程？

从2011年夏天， 长沙市雷锋镇雷高路边
一块空地上铲下的第一锨土；到2014年秋天，
一座外形大气、 内容丰富的展馆呈现在世人
面前，湖南这个党史资源大省，终于有了自己
的党史陈列馆。

9月29日， 湖南党史陈列馆开馆前夕，记
者再次来到这里，探寻它背后的故事。

�酝酿30余年， 党史大省湖南
有了自己的党史陈列馆

湖南是党史资源大省。90多年来，三湘儿
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革命、改天换地的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诞
生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及刘少奇、任弼时、彭德
怀、贺龙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军事家，党史资源非常丰富。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抢救性征集党史资
料， 全国首次有组织自上而下开展了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湖南也于1981年成立了党史资料征
集委员会（现党史研究室前身）。随着对湖南党
史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研究，80年代中期， 湖南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首次提出“修建一个和湖
南党史地位相符合的湖南革命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建在哪？“当年想建在位于长
沙市清水塘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所在地。”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志初介绍， 一是因为
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组织所在地，二
是当年在旧址的基础上已经修建了陈列馆，
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当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已经
为博物馆题写好了馆名。” 张志初向记者透
露。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建设革命博
物馆的计划被耽搁了下来。 而由胡耀邦亲笔
题写的馆名的原物至今还保存在长沙市博物
馆内。

80年代末， 湖南党史人又一次提出了建
馆的建议， 但还是搁浅了， 这一搁浅又是20
年。直至2010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并召开了全
国党史工作会议。“这个时候， 党史人感觉党
史工作的又一个春天来了。”张志初笑着说。

同年，湖南召开全省党史工作会议，并出
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 省委常委会确定建设
一个集资料征集、保管、展示、利用于一体的党
史陈列馆。经过勘察选址，陈列馆最终落户长
沙市高新区雷锋镇，与雷锋纪念馆毗邻而建。

在湖南党史陈列馆建设过程中， 省领导
高度重视， 多次来到项目建设现场指导、调
研，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 “敢教日月换新天”，陈列馆
浓缩了三湘儿女在党领导下的
奋斗历程

在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
下，历经3年多建设，湖南党史陈列馆已经呈
现在大家面前。

党史陈列馆的外形简约大气———庄重的
长方体建筑，颇具历史感的灰白色外墙，鲜明的
红色饰板，金黄耀眼的党徽高悬于正门之上。

陈列馆东西窄、南北宽，为四层的长方体

建筑。记者注意到，建筑的2、3层明显往外延
伸。张志初介绍，设计的时候将中间两层往外
延伸了4米，象征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站在陈列馆大门前，长60米，高2.7米，主
题为“锦绣潇湘”的浮雕群引人注目。沿7级台
阶拾级而上， 走进展厅， 首先看到的是名为
“潇湘魂”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大型伟人
半身雕塑，三位伟人亲切、伟岸的形象近在眼
前。雕像高4.8米，宽16米，由湘籍著名雕塑家
雷宜锌历时1个多月创作完成。“雕塑刻画的
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五大书记’中三位湖
南人， 这也体现了湖南党史在中共党史上的
重要地位。”张志初介绍。

伟人雕塑后是展厅背景墙， 右上方红字
写着“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湖南
历史陈列” 两行字， 据介绍，“敢教日月换新
天”是党史陈列馆的主题，采用毛主席手迹复
制而成。背景墙左上方高挂着金黄色的党徽，
与前方的伟人雕塑交相辉映，令人肃然起敬。

陈列馆主题设定颇费了一番周折。 张志
初告诉记者， 经过讨论的陈列馆主题先后有
“旗帜”、“丰碑”、“三湘党旗红”等十几个，但这
些主题的湖南特色不明显。张志初回忆，在反

复修改主题文稿的时候， 他们想到了毛主席
《七律·到韶山》中“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句诗。
这句诗不仅气势磅礴， 还浓缩了数十年来三
湘儿女在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伟大历程，更
彰显着湖南精神的伟大力量。最终，这个主题
获一致同意。

记者了解到，陈展共分成四个部分，前三
部分按照历史发展脉络， 分别以“开辟新天
地”、“描绘新画卷”、“谱写新篇章”为题，展示新
民主主义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三个历史时期湖南的生动实践。第四部分“三
湘群英谱”为专题展，主要介绍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湘籍和长期在湘工作的著名党史人物。

� 2400余张图片 、380余件实
物、13处场景……每一件背后都有
动人故事

2400余张图片、380余件实物、13处场
景……徜徉在陈列馆， 湖南党史的脉络和细
节清晰而生动。

张志初告诉记者，从2013年开始，他们通
过发动党史系统征集、 在湖南日报刊载征集

启事、 走访湖南老一辈革命家亲属等多种形
式，征集到了数百件文物，而每一件文物背后
都有动人的故事。

任弼时同志的23件珍贵文物首次在这里
展出，它们是由任弼时同志的亲属捐献，包括
任弼时同志用过的刮胡刀、 给孩子们买的玩
具等。 其中一个两侧已经破损不堪的皮箱吸
引了我们的注意。 湖南党史陈列馆副馆长马
宁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皮箱背后的故事———

这个皮箱曾跟随任弼时同志夫妇经历过
长征，装过密电码。当年，任弼时同志夫人陈
琮英带着这个皮箱翻越大山时掉了队。“夫人
丢了还能找得回，箱子丢了就完了，那里面装
有跟中央联络的密电码。”任弼时得知消息后
心急如焚，立刻掉头寻找，最终找到了陈琮英
和这个重要的箱子。

“为了这面标语墙，我们可费了大力气。”
在“开辟新天地”展厅内，马宁指着一面印有
“没收土豪家里谷米油盐给贫苦工农”的标语
墙感慨不已。标语墙长5.6米，高0.9米，是红军
当年在炎陵活动时留下的历史印记， 由炎陵
红军标语博物馆捐赠。马宁回忆：党史陈列馆
馆长等人去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搬运时，请
了一个中队的武警战士帮忙， 才把标语墙从
博物馆4楼库房内搬下来。十几个战士小心翼
翼地搬，4层楼走了4个多小时。为了把标语墙
完好无损地运回长沙，他们对标语墙进行了5
层包装。

抗日战争时期，抗敌演剧队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宣传队伍。其中，演剧六队长期活
跃在湖南，激起了湖南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热
情。当听说到即将成立的湖南党史陈列馆正在
征集文物时，年过九旬的女队员宋华想起了保
存多年的演剧六队公章。虽有万分不舍，但她
还是决定捐出这件宝贵的文物。 得知这一消
息，原演剧六队队员的后代和亲属，纷纷赶到
宋华家，用这枚公章，在各自的纸张上，盖下了
300多个“演剧六队”的印记作为留念。

还有湖南革命民众敬赠北伐军纪念章、红
军行军时使用过的医药盒、首个编印成册的县
级政权的《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这些大
大小小的文物，使湖南党史变得鲜活起来。

“这是一部‘走着读’的湖南党史。”张志初
说，湖南党史陈列馆的开馆，标志着湖南由党
史大省向党史强省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开馆
后，将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努力建
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基地，坚定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一心一意跟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念，努力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湖南党史陈列馆背后的故事
�这是全国首批省级党史陈列馆之一，也是全省首个全面展示湖南党史的陈列馆；在这里，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

让我们触摸到湖南党史的脉络和细节———

（上接1版①）
省委巡视第三组组长刘庆选代表该巡视组，向省委

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柯敏和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党组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在反馈
意见中，巡视组指出了巡视期间干部群众反映的一些问
题，主要是：在贯彻执行教育方针政策方面，“禁补令”政
策执行得不够好，“择校热”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在党风
廉政建设方面， 对直属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管不力，
对职校有偿招生、买卖生源的现象制止不力，个别职能
部门廉洁意识不强，有的单位人事、财务和基建管理极
为混乱，少数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不规范；在选人用人
方面，领导班子成员的分工长期得不到调整，直属单位
党政分设比较严重， 对直属单位违规进人监管不严，干
部交流渠道不畅。

省委巡视第四组组长高克勤代表该巡视组， 向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湖南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覃晓光和党组
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在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指出了巡视
期间干部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风廉政建设
方面，薪酬奖金的发放不够规范，对经营创收单位的监管
不够到位， 落实招投标规定与大型设备采购制度不够严
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干部选拔任用不够规范，增设机构和
超职数、超规格配备干部的情况比较突出，进人的随意性
较大，有多名干部、职工在编不在岗；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
面，有的重大事项决策不够慎重，有的重大项目建设未按

有关程序及规划办事；在作风建设方面，办报立社的思想
树立不够牢固，执行新闻宣传和出版的有关纪律、规定不
够严格，“四风”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省委巡视第五组组长徐泽高代表该巡视组，向省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邓立佳和局党组领导
班子进行了反馈。在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指出了巡视期
间干部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在作风建设方面，
有些干部学风不浓，作风不实，一些工作部署脱离实际，
落实不够有力，文山会海比较突出，专项检查过多过滥，
重大问题思考不太深，行政效率不太高；在党风廉政建
设方面，落实廉政规定不够严格，财务管理不太规范，一
些领域存在廉政风险；在选人用人方面，队伍结构不太
合理，下属单位班子配备不太及时，领导职位与非领导
职位职责不太清，干部业务培训不够。

省委巡视第六组组长戴军勇代表该巡视组，向省有
色地质勘查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晓晋和局党组领导班子
进行了反馈。在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指出了巡视期间干
部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有的领导干部插手基建和工程项目， 违规转让矿权，财
务管理不规范；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边整边犯、顶风违
纪的问题； 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和选人用人方面，民
主集中制不够健全，项目决策缺乏科学论证，事企不分，
干部人事管理比较混乱，存在乱划线、乱进人、任人唯
亲、违规破格和突击提拔干部的现象。

（紧接1版②）专家组认为，湖南优质稻在育种、绿色栽培上
喜获进展，居国内领先水平。

长沙县春华镇、果园镇的优质稻基地，省水稻所育成的
“农香32”、“玉针香”、“湘晚籼17号”等10多个高档优质稻新
品种，与对照品种比“高低”。“农香32”田间表现茎秆粗壮、
穗大粒多、耐肥抗倒；加工的大米，米粒细长、晶莹剔透、饭
香适口。据现场实收测产，“农香32”亩产达573.5公斤，与对
照的“Ｔ优272”相当。专家组认为，高档优质稻品种“农香
32”一改过去优质稻茎秆纤细、穗型矮小、不耐肥易倒伏等
特点，真正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有机统一。该品种的育成，
将填补我省一季稻区无高档优质稻品种的空白。

省水稻所集成创新“蜂蛙灯”水稻有机生产技术，即通

过使用“赤眼蜂、青蛙、诱虫灯”，不施化学农药控制水稻主
要虫害，从根本上解决了南方稻米农药残留的难题，今年
在长沙、益阳、岳阳、株洲示范推广近20万亩，效益显著。专
家组对国标一等优质稻“玉针香”有机生产示范区进行了
测产，理论亩产502.9公斤，折合亩产427.5公斤，接近大面
积晚稻单产水平，其稻谷价格高于普通晚稻50%以上。

课题首席专家赵正洪介绍，这是我省首次就高档优质
稻研发单独设立重大专项，由省水稻所牵头，组织产学研8
家单位攻关。专项自去年6月启动，3年内将完成“广适型优
质稻种质创制和新品种选育”、“优质稻绿色高效栽培”、
“优质稻产后调质加工”、“优质稻提质增效生产示范” 等4
个子项，解决高档优质稻开发的瓶颈。

（紧接1版③）从9月24日起，省人社厅统一对全省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月基础养老金标准低于60元的县市区
进行了待遇调整，全省795.8万60岁以上待遇领取人员7
至9月调增的基础养老金， 将于9月底全部发放到位，涉
及资金1.19亿元。从10月开始，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将按照新的标准实现按月发放。
据了解，我省有23个县市区在2014年以前已经先行

将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至每月60元以上，经过此次调整
后，全省所有县市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发放标准均达到每月60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