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雅文

1919年，李立三在北京法文专
修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之
后，靠着父亲卖掉16亩祖传土地筹
得的200元银洋作路费，12月在上
海登上邮船，40多天后辗转到达法
国蒙达尼，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在蒙达尼，李立三一边做工读

书，一边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他思
想活跃，擅长演讲，对旧世界充满
憎恨。 每当与同学讨论国内政局，
提及军阀政客时，他总是愤懑地大
声喊叫：“推翻！ 打倒!杀掉!”

到法国初期，李立三曾经倾向
无政府主义，但他很快就开始向马
克思主义方面转变。 他的法语水平
较高， 能直接阅读法共的《人道
报》，攻读法文版的《资本论》，不长
时间就埋头读完了好几本马克思
主义著作。

李立三在蒙达尼公学补习了一
段时间法文， 花光了从家里带来的
钱，于是离开学校，到一家纱厂做工。
他认为， 通过勤工俭学坚持学习十
分必要， 在法国能够比较方便地研
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而且这里有十
万华工， 中国学生应当在他们中进
行工作，为将来中国革命准备干部。
他和赵世炎打算在信仰马克思主义
的同学中倡议，成立“共产主义同盟
会” 作为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核
心。 后来组织成立了劳动学会，明确
提出其目的是要革命， 而革命的第

一步是要把在法的华工组织起来。
劳动学会和它影响下的勤工

俭学学生积极声援“二二八”示威
运动，号召全体勤工俭学学生团结
起来，并建立勤工俭学学会，在法
勤工俭学的学生多数报名参加了
这个组织。 赵世炎、李立三是勤工
俭学学会的主要领导者，而劳动学
会又成为勤工俭学学会的核心。

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后，它的领
导成员马上带头离开巴黎，到华工
集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 这个厂招
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主要做厂里
的杂工，搬运钢铁，装卸货物；另一
部分则到消耗体力很大的翻砂和
锻造车间做工。 李立三带领第一批
学生100多人先来到工厂， 他被分
配去当翻砂工，在熔铁炉旁，面对
着白热的铁水，经常搬动百多斤重
的铸件和工具，“工作一天汗流一
斗”。 李立三后来回忆说：“1920年
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
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
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
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 ”又

说：“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
傅是共产党员， 我受他的影响很
大。 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是明确的， 但是如何革命，
这是不大明确的。 ”为了探求解决
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李立三等
决定到华工当中去活动。

施奈德工厂有2000多华工，李
立三和赵世炎首先在华工中建立
了华工俱乐部， 创办了《华工周
报》， 赵世炎亲自刻版， 李立三印
刷，在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劳
动学会规定会员每周要用一天的
时间为华工服务，交工人朋友。 赵
世炎和李立三还为解除一些华工
的包身合同进行了有效的斗争，许
多华工因而获得了自由，他们同工
人群众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旅法勤工俭学的艰苦生活，特
别是在工厂和工人中的锻炼，为李
立三日后回国从事工人运动的组
织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撰稿 ：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
处 处 长 肖 绮 晖 湖 南 日 报 记 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余佳桂 朱静颖 ） 湖南， 曾是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李保国攻读博士的
地方。 今天下午， 我省科技界学习李保
国同志先进事迹、 争做“创新争先” 行
动表率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湖南大学教授罗安等出席。

会议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
示， 通报了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和中
组部、 中国科协作出的有关决定， 并
就如何学习李保国同志崇高精神、 争
当“创新争先” 表率进行了交流。

座谈会上， 李保国教授的博士生
导师、 中南林科大教授谭晓风回忆了
与李保国交往的点滴， 用一些生动事

例介绍了他的爱国爱民爱岗精神， 高
度评价了他对我国特别是对太行山区
经济林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罗安在
发言中感佩李保国扎根基层致富百姓
的情怀， 称赞他永远是科技界的一面
旗帜。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教授
等科技界代表也纷纷发言， 就如何学
习李保国同志精神、 积极投身“创新争
先” 行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省科协党
组书记、 副主席刘小明说， 全省科技界
广大党员和科技工作者、 科协工作者
要更好地学习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
积极投身“创新争先” 行动， 在勇攀科
技高峰、 进军经济建设主战场等方面
起表率作用。

田玉生 唐婷

6月24日，晴空万里。湘潭县梅
林桥镇杨柳村的星星书屋里，不时
飘出欢声笑语。

这是一次特殊的聚会。 主人和
客人全是七八旬老人，年龄最长的
已87岁。 老人们各有文化爱好和特
长，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自己的
新作，或木雕，或书法，或绘画，或
诗词对联，在书屋展出，互相观摩
品评，其乐融融。

星星书屋创办于1996年， 老年
书友们缘于书屋相识，对书屋有着特
殊感情， 更对书屋创办人何文新、唐
翠兰夫妻俩的高尚品德赞不绝口。

初衷，点燃求知欲望
今年83岁的何文新老人，退休

前曾任株洲日报副总编辑、株洲市
监察局局长、 株洲市纪委副书记。
夫人唐翠兰也已8旬高龄。 老两口
都是老党员。

1992年，行将退休的何文新夫
妻，萌生了退休后回农村办农家书
屋的念头。 但这事很不简单：要放
弃城里的优越生活条件，要放弃与
四个子女的天伦之乐。 还有，老祖
父留下的是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
要找材料、砌房屋，要买书订报、日
常管理，还要种菜、打柴。 老人做得
到吗？ 儿女们放心吗？

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坚定了何

文新的决心。
1951年， 湘潭解放不久，l8岁

的何文新在乡政府打杂，借了一间
教室办农民夜校， 开设扫盲识字
班。 只读过小学的他，凭着勤学苦
练，自告奋勇当教员，每天下班后
赶到夜校去教书。 半路上，总有几
个热心学员提着马灯在暗夜中等
候他。 那一双双热忱求知的眼神，
令他终生难忘。

“农民，要靠知识改变命运！ ”
这是何文新的切身体会。 正是靠刻
苦自学，他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
“夕阳工程”的想法坚定了：回去办
个农家书屋。

活着，就要做点好事
子女们理解父母，没一个投反

对票，但十分担忧老人的身体。 何
文新患有肺结核、高血压、心血管
梗阻，是个“药罐子”。

何文新不以为然。 他说：人总
是要死的。 只要活着，就要尽力做
些好事。 多带救心丸回去就是！

因为工作需要，何文新的退休
时间推后了两年。 这样，他有了几
年时间做“粮草先行”的准备。 株洲
市当时发展河西新城区，大片旧建
筑要拆除。 何文新业余收废旧材
料，全家一起帮他收，儿子会开车，
把收集来的废旧材料一点一点运
到农村， 两口子的积蓄和5万元住
房津贴，也都花光了。

1996年，何文新和老伴终于回
到杨柳村。 有众人相助，占地百余
平方米、 砖木结构两层楼的书屋，
个把月就建成了。 大门门楣上，嵌
着何文新自撰自刻的“星星书屋”
青石匾额，左右对联也是他自撰自
刻：屋依龙盘地，书育栋梁才。

也是热心人帮助，老人从学校、
书店、废品站收购了大量书刊，加上
自家藏书、朋友赠书，总量近4万册，
有政治、文化、历史、文艺、科技、农
村百事通、青少年读物、中小学生读
物多种， 还订了人民日报、 湖南日
报、湘潭日报、文萃报、中国剪报、益
寿文摘、老年人杂志等等，两间书屋
不够用，楼上又辟出半间放书。

农村青年大都外出谋发展，书
屋读者主要是周围几个村子的老
人和孩子。 附近的小学搬迁之前，
每逢放学， 娃娃们像小鸟归巢，叽
叽喳喳涌进书屋，爷爷奶奶喊声不
断，为夕阳下的书屋平添生机。

借书也没什么手续， 免登记，
免押金，想看就拿去，想还就送回
来，真正是“偷书不算贼”。

环境幽雅，主人和善，屋里屋
外有椅子，还有茶水自用，到书屋
看书是难得的享受。 隔壁银塘村的
陈根生老人是忠实读者，重病中还
常拄着拐杖来看书，后来实在走不
动了，老人恋恋不舍，临终前特别
嘱托哥哥和女儿，一定要代他到星
星书屋感谢何老夫妻。

奉献，不止于图书万卷
何文新老人并不满足于圆梦

书屋。 他说，有限的生命不可加长，
但可以增宽，在有限的生命中释放
更多能量。

老人拓宽了书屋功能，增加中
转服务，免费代人收存报纸和收发
邮件;
� � � �老人拓宽门前小路，出资修了
近百米水泥路，方便了10来户邻居
出行;
� � � �老人发挥书写之特长，义务为乡
邻打报告、写对联、写诗文、刻墓碑。
他深入调查上百位农村老人的生存
状况，写出详实的调查报告递交上级
部门；为一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老农
送饭送钱，抱屈申诉，四处奔走……

老人心里装着别人，惟独不爱
惜自已。 3年前的一天下午，老人突
发心梗晕倒， 邻居闻讯赶来帮忙，
妻子唐翠兰才得以掰开老人的牙
关，喂了三次救心丸，每次15粒，老
人终于醒了过来， 竟不让送医院。
书屋也照常开门。

去年， 唐翠兰也积劳成疾，进
了湘雅医院动手术。 何老也旧病发
作进医院。 但只要一出了医院，老
两口又“忘乎所以”，好像总有使不
完的劲。 如今，他俩又萌生了扩大
书屋规模，办个图书室的新梦想。

星星书屋，一种坚守，一份大
爱！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首曼丽

6月29日下午， 郴州市三医院会议
室，在鲜红的党旗下，刚刚回国的中国第
17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成员、 新生儿科
医生段文英， 与其他几名医护人员一起，
面向党旗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终于回国向党旗宣誓了！”段文英
说，在党组织关心下，一年来在异国他乡
萦绕心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去年4月26日，段文英与援非医疗队
一起，飞赴西非塞拉利昂，开展为期一年
的援外医疗工作。 尽管远隔重洋，但段文
英通过微信等，与党组织保持经常联系。

“段文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向
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 基于她的优异表
现，去年6月5日，郴州市三医院内科一党
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投票表决发展她为预
备党员。 ”内科一党支部书记李金花说。

按照入党程序，成为预备党员后，必
须面向党旗宣誓。 但在塞拉利昂医疗队，
一时找不到党旗。 经请示党组织批准，段

文英面向国旗进行了宣誓。 但她认为，入
党是十分庄严的事， 一定要面向党旗宣
誓。

在塞拉利昂期间， 段文英与援非医
疗队员们一起， 经历了抗击埃博拉病毒、
持续高温、经常停水停电等困难，出色完
成了任务。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
员，时刻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埃博拉病毒流行的艰难时刻，段
文英每天都会看10多个病人。 看病时，她
穿着防护服， 戴着防护眼镜及帽子等，全
身大汗淋漓。 她说：“当地条件简陋，入厕
极不方便，不敢喝水，以尽量减少上厕所
的次数。 一边大汗淋漓，一边还得控制饮
水量，每到下班，感觉人都快虚脱了。 ”

回国后，段文英向党组织提出，想面
向党旗宣誓。“段文英同志援非工作期，也
是预备党员考验期，她不仅较好地履行了
一个医生的崇高职责，也充分展示了一位
中国共产党员的风采， 为大家作出了表
率。”郴州市三医院党委书记周四学说，院
党委同意了段文英的请求，并号召全院党
员向她学习。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6月30日晚, 建党95周年重点影片
《难忘的岁月》 在省委党校举行特别放
映活动。 影片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与陈云纪念馆联合出品,日前在“第16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之“中国电影向建党
95周年致敬典礼”环节亮相。 据悉,该片
将于7月在全国公映。

首次把延安时期党建工作
搬上银幕

《难忘的岁月》讲述了陈云担任中组
部部长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支持下创
造性地开展党建工作的故事。 影片首次
把延安时期党建工作搬上银幕，填补了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空白。

在中国共产党95年的发展历程中,
延安时期是党的力量迅速发展的重要
时期, 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
人, 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成长为一个全国
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政党。 这
期间,曾担任7年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做了
大量工作, 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

有重大建树,有力、有效地支持和维护了
毛泽东主席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地位。

影片艺术地展现了这段重要的党
建历史,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下具有强
烈的现实意义。

“伟人题材”,
尊重史实，也有艺术加工
据了解,《难忘的岁月》 由著名导演

史凤和(曾执导过《袁隆平》《毛泽东与齐
白石》)自编自导。 史凤和坦言,编写剧本
的活不比导演轻松, 为了深入了解这段
历史, 他从陈云纪念馆借回来的书不少
于20本,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
谈剧本”是史凤和的生活写照。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 史凤和根据
人物的性格特征并结合史料, 在描写人
物情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譬如,陈云
生前喜欢听评弹, 影片不仅加入了这些
细节,还增加了陈云拉二胡的镜头。

史凤和说:“陈云拉二胡时, 他在沉
思,而他拉的曲子是《光明行》。我们希望
通过这样不经意的小细节, 来放大剧中
人物的情怀。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曹
辉 通讯员 张灿强）29日，以“追寻
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
的全国红色旅游校园行系列活动
在湘潭大学启动。 作为首个国家级
红色旅游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红色
旅游创新发展研究基地落户湘潭
大学。 由湘潭大学发起的“革命老

区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高校联
盟”也正式成立，以纪念建党95周
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红
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罗迪辉为基地授牌，并赠送
3000册红色旅游书籍。

启动仪式上，湘潭大学还联合广
西大学、广州大学、延安大学、井冈山

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和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成立了“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创新
发展研究高校联盟”， 以加强交流与
合作，积极服务全国红色旅游发展和
革命老区社会经济发展。湘潭大学3.5
万名学生向全国大学生发出“走进红
色景区 传承红色基因”的倡议。

此次红色旅游校园行活动还

邀请了来自毛泽东纪念馆、周恩来
纪念馆等单位的6位专家、 讲解员
组成报告团。 湘潭大学500多名师
生聆听了首场红色故事报告会，报
告团还将赴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女
子学院、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进行
红色故事巡回宣讲，以掀起红色文
化进校园的高潮。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熊远
帆）“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今晚，伴随着
《沁园春 ·长沙》浑厚的朗诵声，由长沙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的长沙市
庆祝建党95周年大型诗歌朗诵会在长
沙实验剧场举行。

朗诵会主题为《光荣与梦想》，分为

“铁肩赤胆”、“心灵放歌”、“光荣梦想”3
个篇章。 3个篇章主题不断升华，时而激
情澎湃，时而婉约轻述，时而深沉含蓄，
时而雄浑高亢。 诗会还邀请了中国著名
语言表演艺术家瞿弦和以及国内、省内
朗诵艺术名家等作为朗诵演出嘉宾，用
情绪、动作和声音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
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艳

6月27日，记者驱车经蜿蜒的盘山
公路， 来到桂阳县欧阳海镇增源水库
大坝下，只见渠道里一个身着迷彩服、
理着小平头、十分瘦小的老人，正与2
个村民忙着清淤。 他就是龚解德，今年
63岁，40年党龄，22年守护水库。

龚解德自1983年退伍后， 回增源
村担任村支书11年。 1994年4月，经群众
推荐，他被组织委任为水管员，负责增
源水库的防汛蓄水工作。“我是党员，受
组织和群众信任，我就要做好。 ”龚解德
从计土方、算流量等基础着手学，还自
费参加培训拿了职称。

据介绍，增源水库是当地村民们挖
了10年，1976年才竣工的小一型水库，
蓄水量420万立方米。 泄洪渠道14公里、

110个下水口， 灌溉12个行政村1.2万亩
农田。 自筑坝后，每年因“双抢”用水紧
张，都会上演“抢水大战”。

增源村60多岁的村民李路德说：
“龚解德出任‘水官’后，有些村民集体
拿刀子来威胁放水，他笑呵呵地给人做
解释”。 各种各样的用水纠纷，被他一一
化解。

龚解德公平、公正的作风赢得了各
村的信任， 并在与各村村民守坝护水
中，和大家建立了“坝上情”。 如今，欧阳
海镇村民因水打架斗殴成为了历史。

正和记者聊着，“唱支山歌给党
听……”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从龚
解德手机中传出，他边微笑示意边往身
上蹭了下手中的泥，乐呵呵地安抚着电
话那头：“放心、放心，明天神山那边5个
村都可以通水了……”

湖南共产党人
———省委党史研究室协办

旅法勤工俭学的

李立三：在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科技界代表座谈学习李保国精神
争当“创新争先”表率

“终于回国向党旗宣誓了”

《难忘的岁月》献给党

老党员的“坝上情”

长沙举行建党95周年大型诗歌朗诵会

一对党员夫妻的“夕阳工程”

追寻红色印记 传承红色基因
全国红色旅游校园行系列活动湘大启动

6月30日下午，湖南大学图书馆，武警参赛队员在答题。 当天，该图书馆与武警长沙支队联合举行庆祝建党95周年“两学一做”知识竞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陈希 摄影报道

李立三（资料照片）

军民开展“两学一做”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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