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这是长征时发生在土城战斗中
的一幕。当土城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
时候， 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
战。 毛泽东担忧朱老总的安全，思量
再三，最后同意了，并和中央政治局
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夹道为他壮行。

遵义会议后， 毛泽东和周恩来、
朱德等协力配合， 准备指挥仅剩的3
万多红军在赤水地区北渡长江，在成
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此
时，蒋介石已经在黔北地区集结了大
量兵力。 当红军北移赤水之时，蒋介
石随即命令“合剿而聚歼之”。

1935年1月24日， 红军占领土城
及其周边地区， 川军随即蜂拥追来。
28日早晨，红3、红5军团向当面之敌
发起猛攻。 但激战数小时，红军没有
取得预想战果， 反而形成僵持局面。
红军如果顶不住敌人， 后面是赤水
河，红军将背水一战。

紧要关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
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朱德从井冈
山时期就与毛泽东一起南征北战，两
人配合默契， 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土城战况如此激烈，朱老总要亲自上
战场，毛泽东非常担心。 毛泽东犹豫
再三同意了，并带领其他中央领导同
志夹道送朱德上火线。

朱德亲临一线坐镇指挥，极大地
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枪炮
隆隆，杀声阵阵。 红军遏制住了国民
党军的进攻势头，稳定了战局。

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位主要
领导同志开会，根据敌人各路大军奔
集而来的新情况，决定改变北渡长江
计划，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如何才能全
身而退呢？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
起迅速做出部署：朱德、刘伯承继续留
在前线指挥，牵制川军；周恩来负责指
挥在赤水河架设浮桥； 陈云负责安置
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1月29日凌晨， 红军开始撤离土
城，一渡赤水。 当天，刘湘的“模范师”
向红军阵地压上来。 朱德手提驳壳
枪，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在场
的同志们都担心朱德的安全，几次劝
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 朱德
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

在前线红军阻击川军进攻的背
后，是大部队按计划静悄悄撤离。 周
恩来指挥工兵部队奋战终夜，在赤水
河上架起三座浮桥；陈云带领战士们
把重炮沉进河里， 处理了笨重物资，
使红军轻装行动。 至29日上午，红军
安全渡过赤水河，甩开了国民党军的
重兵追堵。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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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斯科特·莫里
森日前宣布，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他
否决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香港长
江基建集团收购新南威尔士州（以下
简称新州） 电网99年租赁权的竞标。
此决定一出，引发澳大利亚各界舆论
质疑。

批评人士指出，此举与以往政府
处理类似外资收购案的政策前后不
一，使得外界对澳大利亚引进外资政
策感到困惑。而澳大利亚在中国乃至
世界的声誉将因此受损。

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经济
版副主编格伦达·科波拉尔撰文说，
莫里森在最后一分钟作出阻止收购
的决定，此举震惊世界。

科波拉尔说，长江基建在澳大利
亚经营数十年，悉尼的穿城隧道和莱
恩科夫隧道都是由长江基建建设，沃
达丰移动通信公司和一些其他的电
力公司都有长江基建的股份。“当我
们使用这些服务时都需要担心国家
安全被侵犯吗？”

科波拉尔指出，中国国家电网在
澳大利亚也已经营多年，在南澳大利
亚州、 维多利亚州都拥有电力资产，

还收购了新加坡澳网能源公司19.9%
的股权，“为什么国家安全问题此时
突然出现了？”

鉴于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
收购新州电网已通过澳大利亚外资
审查委员会审查， 却被国库部长否
决，澳商界呼吁政府更清楚地说明哪
些资产是不能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

澳大利亚商业和工业协会首席
执行官詹姆斯·皮尔森说， 中资企业
收购新州电网遭否决显示，政府政策
缺乏一致性已经在国内外对澳大利
亚造成了损失。

澳大利亚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
英尼斯·威洛克斯则表示， 政府应该
清晰地界定什么样的资产对外国投资
者是没有限制的。“更大的透明度和清
晰度将对社区、政府、行业和投资者带
来好处，政府应该作出清晰的声明，说
明这一交易的风险性质是什么。”

尽管莫里森和总理马尔科姆·特
恩布尔一再声明，这一决定只出于国
家安全的考虑， 而不是政治决定，也
并非针对中国，但众多评论人士显然
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认为政治绑架了
政策。 （据新华社堪培拉8月14日电）

澳政府阻止中资企业收购新州电网引发当地舆论质疑

政治绑架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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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毛泽东
亲自送朱德上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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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4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
刚贵 刘翼张）8月11日， 安化县马路镇大旺村村
民邓秀山在茶园里忙着采摘鲜叶。曾经贫困的邓
秀山从利用废弃老茶园种茶起步，目前已拥有茶
园80多亩，去年纯收入超过40万元。

据了解，安化县以黑茶产业为重要依托开展
精准扶贫，近两年已帮助5万余人脱了贫。

安化县是黑茶生产大县， 也是国家级贫困
县。2014年，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15.8万多
人。 全县从事黑茶种植及关联产业的30万人中，
贫困人口约有6.7万人。 为让以黑茶为代表的茶

产业挑起精准扶贫的大梁，县里整合涉农项目资
金，支持茶园基地建设。从2007年到2015年，累
计整合资金2.2亿元，对茶叶种苗基地、新基地建
设及老茶园改造等给予补贴。还对符合条件的贫
困户实施小额信贷扶贫， 至今已发放信贷资金
3612万元，扶持1956户贫困户发展茶产业。同时，
实施“五个一千”工程，即培训1000名制茶师、
1000名质检员、1000名茶艺师和1000名营销经
理，重点支持企业建设1000个安化黑茶旗舰店，
帮助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在政府引导推动下，相关茶企、农民专业合

作社以多种形式参与精准扶贫。一些公司与茶农
开展“四包一不变”合作，即包茶苗供应、技术指
导、资金扶持、茶叶收购，茶农基地权属不变，以
带动茶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不少茶企还在
贫困村建了初制加工点。

产业兴 百姓乐
安化黑茶产业挑起精准扶贫大梁，近两年帮助5万余人脱贫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李川 廖昕）8月7日，“区寄故里、葡萄名村”———郴州市
苏仙区卜里坪街道长冲铺村首届葡萄美食文化
节拉开序幕，2000多名游客当天走进村里葡萄
种植基地，采摘、品尝葡萄。

这是苏仙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场景。目
前， 苏仙区拥有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点20处、规
模以上农庄189家。今年上半年，全区乡村旅游共

接待游客302.75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6.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25.57%。据了解，
近年来，该区以建设美丽乡村为载体，把乡村旅
游作为全区旅游重要增长极来培育，按照“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合理布局、区域联动、和谐发展”要求，
把全区当成一个景区、把每个村当成一个景点来
打造。高标准编制了全域旅游规划和乡村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并持续实施净化、美化、序化、亮化、

绿化“五化”工程。对纳入乡村旅游的每个行政村，开
展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小游园、小公园“五小园”建
设，推进环境、管理、文化、产业、便民服务全面升级。

苏仙区还采取“景区+农户”、“产业+农户”、
“公司+农户”等方式，重点规划建设了和平村、菜
岭村、良田村、两江口瑶族村等乡村旅游示范点，
探索田园游、生态游、红色游、民族风情游融合发
展。

生态美 人气旺
苏仙区着力发展乡村旅游，半年接待游客逾300万人次

8月13日， 武警湖南总队训练基地， 战士
们在烈日高温下进行射击训练考核。 5月中旬
以来， 该总队从长沙片区各支队精选了一批
思想政治过硬、 军事素质扎实的上等兵， 进
行为期3个月的预提指挥士官集训， 着眼遂行
多样化任务的需要， 从难从严、 从实战需要
出发， 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带兵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陈林华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耀东 潘芳 丁尧） “我们养殖合作社供应的森林
土鸡蛋， 出现了热销、 脱销的喜人景象……我们为
准备工作不足而导致的阶段性产品脱销， 向广大
客户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8月11日， 双牌县
泷泊镇卿家巷村白蛇磥生态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公开致歉信仍在网上流传。
8月初， 卿家巷村大量土鸡蛋滞销。 没过

几天， 因为宣传报道， 全村的土鸡蛋售罄， 还
接到了大量订单， 产品脱销。 “这里的土鸡每
天在林地里活动觅食， 只吃玉米、 虫子、 野草
等天然食物， 产的蛋营养健康、 口感鲜香。 虽

然售价偏高， 但不少顾客仍在追单。” 湖南女
子学院驻卿家巷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丁尧介绍
说。

卿家巷村是省级贫困村。 今年来， 双牌县
委县政府和湖南女子学院驻卿家巷村扶贫工作
队因地制宜， 推动成立生态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带领全村贫困村民发展林下土鸡养殖。 目前，
全村已养殖森林蛋鸡和肉鸡10000余羽， 年产
蛋50万个以上， 土鸡和土鸡蛋销售收入可达到
150万元以上。 全村15户贫困户因土鸡蛋销售今
年可以实现脱贫。

土鸡蛋脱销

扶贫村发出致歉信

战高温 练精兵

� � � � (上接5版)

●题写“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镌刻在9块
白玉石上镶嵌塔身

在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高大的塔形碑体上，正南面镶嵌着一块
20米高的白玉石板，上面刻着“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9个金色大字，
这9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

烈士纪念碑由湖南省基本建设局负责设计， 省建设第六工
程公司施工。 据当时省建设第六工程公司分管生产的副经理李
景春回忆：烈士纪念碑动工修建后，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曾当面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十分关心建设进展，当面答应题写
碑名。但却没有收到题字。1959年2月26日，周小舟给毛主席身边
的工作人员叶子龙写信，请他相机代为催促。

过了两三个月还是没收到毛主席的亲笔题字，正当大家为题字
着急的时候，1959年6月24日毛主席回湖南调研考察了。李景春赶紧
请省委领导相机请毛主席题字，并请他的老朋友、当时参与服务的省
委接待处负责人薄贵先留意，一有消息，立马通知他。一天上午，薄贵
先突然通知李景春，要他赶到蓉园一号楼大堂候着。不一会，薄贵先
捧着一张墨迹尚未全干的纸从里屋走了出来， 只见毛主席在上面写
了9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李景春喜出望外，如
获至宝。

李景春赶紧赶到凯旋门照相馆，将毛主席的题字拍照，一
一放大。放大后，将字一一描绘在从祁阳调运来的9块白玉石
上，再由熟练的老技工精雕细琢镌刻成型。在镶嵌时，他们又
特制了硬木撬棍和硬木锤子等工具，防止撬缺锤破，完好无损
地完成了毛主席题字的镶嵌任务。随后，又给每个字上贴上了
金箔。

●为岳麓山风景名胜“爱晚亭”题字，纪念
“同学少年”

爱晚亭由岳麓书院山长罗典于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兴
建。每年清秋时节，一亭翼然，红叶漫山。毛泽东求学长沙时，
经常与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等友人到此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后因年久失修，梁柱欹斜，行将倾圮。

为了方便群众瞻仰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纪念地， 李达向
湖南省政府建议重修爱晚亭。省政府同意拨款一亿元(折合现
在人民币约一万元)，委托湖大负责重修，由蔺传新教授设计，
魏永煇教授领导施工。

为了美化爱晚亭周边环境，学校将原建于亭畔的教工宿舍
拆除，另建房屋安置，并从和平斋前修一公路直达爱晚亭，又将爱晚

亭的溪水按地势修建三座水塘，塘水清澈，与名亭相映照，且以水管
引至校内，为当时数千师生的饮用水。

1952年9月17日，爱晚亭整修完毕，毛泽东应李达之请，欣
然题写了“爱晚亭”匾额。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8月 14日

第 201622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90 1040 1029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98 173 362954

3 7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8月14日 第201609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611848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445845
5 2075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37
85930

1511757
10496239

63
3087
57874
399908

3000
200
10
5

1007 12 18 3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