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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长征伟大战略转折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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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 � � � 名片
陈冬梅，女，1986年出生，湖南永州人。

大学毕业后，陈冬梅进入北京一家公司，几
经拼搏，成为运营总监。2014年，她在上海
自主创办 “暴走美味” 在线农产品销售平
台。2015年底，回乡开发永州市公共服务平
台———“GO永州”。

� � � � 故事
“我身上有很多标签：‘电商人’、‘女汉

子’、‘吃货’……最成功的标签可能是‘电
商人’。最喜欢的头衔是‘吃货’。”

“大学毕业，我北漂7年，从上市公司
小职员做到总监。 由于内心喜欢新鲜事
物，所以我有了新的目标。辞职书一交，
只身去上海创业。自主创办‘暴走美味’
在线农产品销售平台， 第一个月销售额
突破60万元……我和小伙伴24小时上紧
发条，干得风生水起……”

8月17日， 记者在永州高格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见到的该公司运营总裁陈冬梅，
与她简介里描述的“吃货”大相径庭：瘦弱，
却神采奕奕。

放弃上海的事业，陈冬梅并不后悔。原
来，去年底陈冬梅返乡，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听说“上海的电商回来了”。纷纷把她拉到
田间地头，介绍家乡的土特产，说起销售渠
道不畅， 卖不起价格……陈冬梅说：“那一
刻，我不知不觉流泪了。乡亲们的眼神里全
是企盼。”

陈冬梅回到永州再次创业。经过两个
多月努力，陈冬梅带领团队为永州市免费
研发出全市公共服务平台———“GO永州”。

“开始很迷茫。” 陈冬梅回忆，“GO永
州”投入使用之初，并不被大家接受。“‘GO
永州’是我们的孩子，再苦再难也必须把它
养大！”陈冬梅与团队一起加班，深入全市
11个县区、3个开发区和管理区调研，不断

改进、优化“GO永州”功能。终于，“GO永
州”推广开来。

陈冬梅告诉记者：“现在，我‘吃货’的
特长发挥作用了，我不是在搜集农产品资
料，就是在考察农产品的路上。”今年5月，
永州各地春茶上市，陈冬梅为准确把握各
种春茶的不同特点，一个下午品尝了20多
种茶叶。她说：“差不多喝晕了。”

今年8月， 之前一直在蓝山县唐家村
收购红薯的客商，因为赚不到差价等原因
不来了。13万多公斤红薯怎么销？ 村民们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得到消息， 陈冬梅第一时间赶到村
里，多方考察后，陈冬梅发现了问题，却
也找到了商机：目前，网售红薯大多没有
形成品牌，包装简单，客户体验差。陈冬
梅立即带领团队制订营销计划———《薯
叔来了》，搭建溯源体系，做到一箱一码。
采用礼盒包装，赠送开箱器、永州特色明
信片、红薯宣传画册。并搭配永州特色风
味小吃———香辣鹅肉+香辣小鱼仔。《薯
叔来了》在“GO永州”等发布，关注度不
断上升。目前，13万多公斤红薯已预售近
半。

曹辉 蒋睿 王宁

凌晨4时，71岁的尹志明看了熟睡的老伴
一眼，给他盖好毯子，关好门，拉着一个小平
板车出门。她要趁着环卫工人打扫卫生之前，
把附近几个小区的废瓶子捡起来卖钱， 补贴
家用。 尹志明这样细心地照顾失明的丈夫已
经39年了。

8月17日，记者来到湘潭市岳塘区岳塘街
道木屐塘社区新五村尹志明的家中。 尹志明
家中虽然地方小，却窗明几净，地面整洁。

1971年，尹志明和邓达初结婚。邓达初在
城里上班，她在农村种田，夫妻俩半个月见一
次面，小日子过得很融洽。夫妻俩相继生下一
双儿女。

1977年， 邓达初在工作时意外被高温异
物冲击，导致眼球受伤失明。辗转多地治疗无
果后，为了照顾丈夫，尹志明带着5岁和3岁的
两个孩子来到城里。

回想起当年丈夫受伤的情景，尹志明说：
“那时，白天还能强装镇定，晚上不知道偷偷

抹了多少眼泪。”还好单位给她安排了工作。
“今生我就做他的眼!”1993年，尹志明从

单位退休，一边照顾丈夫，一边到处打零工、
卖冰棍、清扫大街、捡废品……

“每天凌晨4时起来，6时回家。下午还要
出去捡瓶子。”身材瘦小、有些佝偻的尹志明
告诉记者，8年下来， 她捡的废瓶已将近60万
个。

自家原先的屋子在4楼，邓达初上下楼不
方便，经常摔倒。看着鼻青脸肿的丈夫，尹志

明非常心疼，“就想多做点事，多捡点垃圾，攒
钱换个一楼的房子住， 这样他进出安全得
多。”

2012年，尹志明卖掉原先的屋子，儿子垫
了一部分钱，加上退休金，又东拼西凑借了7
万元钱，咬牙买下了邻居一楼的房子。

为了还款，除了照顾丈夫和晚上睡觉，尹
志明其他时间都拿着一把铁钳、 拉着一个巨
型塑料袋， 游走在大街小巷里。 如今只剩下
两、三万元的欠债。

今年5月27日，长期患胃病的尹志明倒下
了，切除了腿部的一个良性肿瘤。因为担心老
伴，只住院两天就从医院火急火燎地赶回来。

尹志明每天忙里忙外， 儿女们也时常来
看望， 但她不希望给儿女们增添负担。“他们
还要养活家庭， 已经够困难了， 我还能照顾
他，没事。”

邓达初动情地说：“谢谢老伴对我的关心
和照顾。 我也想照顾她， 可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

“照顾老伴是我应该的，这辈子都不会放
弃。现在主要是担心他，每天捡瓶子我也不敢
出去太久。”尹志明说。

“娭毑你们俩一块照张相吧!”面对邀请，
尹志明急忙捋了下头发， 开心地挽着丈夫的
胳膊。他们俩“咯咯咯”笑起来，美丽又幸福。

■点评
一场爱的马拉松，长达45年 ，没有终点 。

夕阳最美，晚照情浓。尹志明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什么是爱。

爱，是到老的坚守。39年 ，尹志明成为丈
夫的眼睛，让他“看见”这世界的精彩，也“看
见”五彩斑斓的爱。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黄巍

1934年12月11日， 在湘西南边陲渠水河
畔的一座小县城， 中央红军负责人召开了一
次“飞行会议”。这次会议，挽救了濒临绝境的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就是中国革命史
上著名的“通道会议”，会议促成的“通道转
兵”，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奏响了长
征伟大战略转折的先声。

8月上旬，湖南日报记者加入党报联盟重
走长征路联合采访团前往通道侗族自治县，
重温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飞行会议”改变红军命运
恭城书院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北部的县

溪镇，建于清乾隆年间。一座古书院，为何会
走进中国近代史，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那还
要从1934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 中央红军余部疲
劳不堪，序列不整，1934年12月，红军通过老
山界后，分三路进军通道，计划由此北上湘西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此时，国民党军已在
前方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 如果不改
变原定前进方向， 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
危险。

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

为了统一作战思想，大家决定停下开会商量，
“会场就设在了恭城书院。” 通道转兵纪念馆
负责人郑湘说，由于书院房子多，红军司令部
就驻扎在这里。

时间定格在1934年12月12日。会上，李德、
博古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 六军团会合的计
划，但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毛泽
东的主张。“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
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
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郑湘说。

12月13日， 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
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通道临时会议
促成了通道转兵， 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
境。怀化市文联主席杨少波认为，通道会议为
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红军内的核心领导
地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神奇的通道转

兵， 红军就不会掉头向西进军敌人防守薄弱
的贵州，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

红军与侗乡儿女鱼水情深
就在中央红军转兵贵州的同时， 一部分

伤员因为赶不上大部队而留在了通道， 他们
从此安定下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来自中
央红军三军团警卫营营部的邹盛栋便是其中
一位。2012年，97岁的邹盛栋因病去世， 采访
团一行来到邹家，65岁的长子邹贤松讲述了
父亲的光辉岁月。

“爸爸至死都不后悔当红军， 闹革命。”
邹贤松说， 出生在江西上犹县的父亲15岁便
参加了红军，1934年12月，红军进入通道后在
梨子界遭到敌机猛烈轰炸，父亲左眼被炸瞎，
后背也进了一块弹片。与大部队失散后，淳朴
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邹盛栋， 从此他
就成了通道人。

红军长征期间， 有40多位受伤的红军战
士留在了侗乡，很多善良的侗乡同胞，正如对
待邹盛栋一样， 如亲人般地照顾了这些掉队
失散的红军战士。

为了迎接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庆典
活动， 通道转兵纪念馆正在进行扩陈提质，恭
城书院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住所、办公区也在进
行修缮和复原陈展。随着以恭城书院为核心的

“通道红色文化景点圈”景区建设，并与周边地
区联手打造“贵阳—凯里—镇远—黎平—通
道—桂林”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神奇的“通道转
兵”还将在给这座侗乡增添更多神奇色彩。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 曹辉 蒋睿 黄牛
武）备受瞩目的《长城》特种邮票将于8月20
日正式发行。今天上午，该邮票创作者、湘潭
籍著名画家许仁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
九枚连票形式全景展现明代长城沿线的自然

风貌和人文景观，这是世界最长邮票。
据许仁龙介绍， 要在九枚连票中画出总

长度8000多公里的明代长城，并非一件容易
的事情。而许仁龙创作的邮票《长城》原作长
6.48米，“光是作画的案子就有7米多”。

邮票界权威专家李近朱评论说，九枚《长
城》特种邮票将明长城的遗存或遗址，用现代
的笔墨勾勒在浩大的篇幅中。 这是对于中华
民族千年历史的一次回望， 是对于中华民族
魂魄与精神的一次感知， 是对于长城这个民
族风骨的一次净心入魂的深刻体验。

许仁龙，1954年4月生于湘潭市雨湖区，
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现为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 曾为人民大会堂接待大厅创作巨
幅中国画《万里长城》。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毛敏轩 周小青

8月18日， 长沙市举行城区小学早上上
课时间调整听证会，拟将城区小学生上课时
间从8时调整到8时30分，受到各界关注。

�调整缘由：94%小学生每天
睡眠不足10小时

长沙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4月至6月，他们组织专家组就全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进行调研，结果
显示， 该市85.6%的小学生每天早上起床
时间集中在6至7时，每天睡眠时间不足10
小时的小学生多达94%。

这位负责人介绍，国家和省里多次明
确规定，要求保证孩子充分睡眠，小学生
每天睡眠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
小时。

�各界反响： 网上投票89%
的人支持

据介绍， 就调整小学生上课时间，长
沙市采取网上问卷、座谈访谈和实地走访
等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6月22日至28日， 长沙市教育局在其
官方微信开通网上投票：是否赞成城区小
学上课时间调整到8时30分。 结果有13万
多人参与投票，其中赞成票占89%；绝大部

分家长留言赞成早上推迟上课。

听证代表：让孩子们多睡一会
这次听证会共邀请21名社会各界代

表参加，仅有一人因临时有事缺席。
听证会上，清水塘三小学生家长代表

吴禄凤第一个发言。她说，孩子每天7时起
床、8时上学的话，时间很紧，每天早上自
己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快点”。孩
子早餐吃得很仓促，不利于健康成长。

长沙市教育实验小学学生家长颜福
萍说，推迟半小时上学，可以让孩子多睡
会，早餐也可以吃得更好，有利身体健康。

砂子塘实验小学老师张维娜说，上个
学期她教的一年级每天有人迟到，迟到率
达10%。孩子没睡好、没吃好早饭，肯定不
利于成长，会处于被动学习状态，长期下
去会厌倦学习；早上时间多了，也可以让
孩子自己多读一些书。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曹汉庆对调整表示支持，理由有三：遵循
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有利
于学生早餐吃饱吃好；是减轻学生学业负
担的需要，心理负担也会减轻，校园生活
会宽松愉快。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琴听了代
表们的发言后解释，8时30分上课仅仅指
上课时间的调整，所有城区小学教务教学
课程安排不会调整。目前，各学校正在做
出相应的计划安排，保证不会减少学生上
课时间，请各位家长放心。

女“吃货”返乡做电商

“今生我就做他的眼”
———尹志明39年照顾失明丈夫

长沙就城区小学生上课时间调整举行听证会———

让孩子们多睡一会

湘潭籍画家许仁龙创作世界最长邮票

《长城》特种邮票将于8月20日发行
九枚连票形式全景展现明代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 � � �尹志明（右）照顾双目失明的丈夫39年，
无怨无悔。 王宁 摄

陈冬梅 图/张杨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恭城书院。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