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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雪峰山脉东麓的新化县奉家镇， 最
高处海拔1584米， 拥有生态森林、 湿地
天池、 流泉飞瀑、 奇峰怪石、 云山雾海
等五大奇观。 1935年12月， 红二军团
9000余将士从这里成功钻出国民党布
下的“口袋”， 顺利北上。 80年过去了，
沧海桑田。 8月下旬， 记者沿着红军足
迹， 走进奉家山， 发现村民们的记忆，
如在昨天。

中午时分进村
“红军战士最先进入的是墨溪村。”

墨溪村8组奉孝元对红军进村的情景，记
忆犹新：“记得红军进村是1935年12月12
日，那年，我9岁。红军战士是中午进的
村。听到有人喊：‘快躲，来了拿枪的！’我
不知是怎么回事， 就跟着大家一口气跑
进深山里。 后来又听见有人大喊：‘不要
怕，是红军。红军战士是我们自己人！’我
们才放心回了家。”

86岁的奉铭秤回忆说： “天快黑
时， 有一队战士在我家门前停住了脚
步， 我爸爸赶快出门迎接。 我也跟着出
门。 这批战士共6人， 其中一个病号。
我爸爸忙去拿来干柴， 烧火供战士热身
子和烤衣服。 我妈妈忙泡热茶、 去做
饭。 见大家都是一副饿坏了的样子， 我
妈妈煮了6升米的饭。 不够， 我妈妈又
煮了一锅。 那病号不但不能吃饭， 而且
滴水不进！ 邻居奉显情把草药郎中喊来
了， 大家围着病号， 一直坐到天亮。 第
二天， 战士们接到命令迅速出发， 带队
的战士不得不将病号托给我爸爸， 并执

意留下两块银元。 第三天晚上， 病号
死了！ 我爸和奉显情动手， 用稻草包
裹着尸体， 抬进深山。 记得战士个子
高大， 年龄在40岁左右。 后人立了
‘红军烈士之墓’ 碑， 至今还在。”

首长住在竹园
9000多官兵， 扎营是大事。 首长

命令分成两队， 一队去上团村， 一队
去下团村。

去下团村的路经过三牛凼。 三牛
凼的奉孝同， 1950年参加志愿军， 后
在中央警卫团当警卫。 1928年出生的
奉孝同回忆： “红军在我家食宿时，
我刚满7岁。 爸爸告诉我， 他在茶岗岭
茶亭里被红军首长留住问路， 首长很
好， 战士们个个和蔼可亲。 爸爸带了
路， 还留几个战士进屋住下。 我们回
到家里， 围着柴火和战士们交谈。 不
一会儿， 又来了一位战士， 是从地主
奉寿山家里来， 通知我爸去担谷。 见
我爸不敢去， 两位正在烤火的战士忙
起身， 主动去帮我们担了回来。”

上团村的竹园始建于明末清初，
是一位地主的住宅。 为了安全， 红军
领导机关进驻了竹园。 几位农民从自
己家里搬来干柴， 在竹园的天井里燃
起篝火。

奉孝同说：“13日白天， 战士们
忙着在居住的村庄散发传单， 张贴
标语。 晚上11时， 坪溪村两位农民
把一位冻僵的战士背进竹园。 值班
战士接过， 将其背上右边板屋的二
楼。 后来才知道， 贺龙等红二军团
首长就住在竹园二楼， 那冻僵的兵

是通信兵。”

师长以灯相赠
“苦不苦， 想想红军二万五， 一点

不假。” 寨园村1926年出生的何爱迪老人
回忆： “我家的阶基上躺满了战士。 阶
基上潮湿， 牛栏上堆满稻草， 但就是没
有一个战士去拿。 我和我爸去牛栏上放
下稻草， 一个一个给战士们盖上， 不让
战士冻坏。”

下团村， 深深地镶嵌在群山之中，
已是颇负盛名的“桃花源” 景区。 村里
的老奶奶奉掌姑记得：“一名师长和两位
战士住在我们家里。 两位战士在我家天
楼上一天到晚不停接发电报。 我妈妈见
师长和战士的双脚肿得像红桃似的， 就
土法上马， 在火眼边烤满了萝卜， 让他
们热敷。 他们在我家住了两晚， 我妈妈
还给战士洗了衣服， 用柴火烘干。 1935
年12月13日晚， 师长提来一盏红军行军
灯， 用双手捧着， 送给我爸爸。 师长说：

‘老奉， 这是我留下的礼品。 我是一位师
长 ， 等革命成功， 我来看你 ， 以灯为
证’。”

“家有红军灯 ， 觉得心里通亮 。 ”
奉掌姑说。 红军走后， 奉掌姑的爸爸将
行军灯收进了板仓， 挂在靠天花板的右
上角。 后来， 这盏红军灯被新化县档案
馆妥善收藏， 成为珍贵文物。 按奉掌姑
的要求， 馆里请人给奉掌姑把红军灯画
了下来， 后来又赠送了照片。 奉掌姑从
枕头下拿出照片说：“这是红军精神的见
证， 我要把它传下去， 让红军那充满理
想与信念 、 艰苦奋斗 、 不怕牺牲的精
神， 成为我们家世代相传的家训。”

�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戴纯
明 黄永红）为进一步严肃党纪政纪，8月23日，郴州
市纪委、 市作风办通报了3起国家公职人员吸毒涉
毒典型案件和3起违规发放津补贴典型案例。

吸毒涉毒，5人挨处分
通报中，嘉禾县住建局市政办路灯管理所工作

人员李涛， 安仁县公路管理局工作人员葛湘碧，永
兴县环境保护局监测站原站长贺德华、原副站长巫
敏，永兴县林业局复和林管站原站长陈永生等5人，
均吸毒涉毒。

2013年1月至2015年11月， 李涛先后三次与他
人或单独在嘉禾县珠泉镇某民房、 县城区某宾馆客
房吸食毒品，均被公安机关查获，并分别处以行政拘
留和行政罚款，责令接受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
2016年4月，李涛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015年3月至5月， 葛湘碧与他人先后两次在
安仁县公路站办公室、某民房吸食毒品，被公安机
关查获，并处以行政罚款。2016年7月，葛湘碧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

2015年4月，贺德华、巫敏和陈永生等三人在
宜章县某酒店KTV包厢吸食毒品， 被公安机关查
获，并处以行政罚款。2016年4月，贺德华受到留党
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巫敏、陈永生受到行政撤
职处分。

违规发放津补贴，4人尝苦果
3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案例， 包括郴州国际工程

咨询公司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郴州市政务服务中
心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郴州市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担保公司）私
设“小金库”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

2007年至2016年， 郴州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通
过虚开项目资金、 虚列专家费等形式套取资金
6120408元用于公司人员发放补贴奖金等支出。郴
州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经理肖萍对此负有直接责
任和主要领导责任， 并有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6
年7月，肖萍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08年至2015年， 郴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收取
租金、物业管理费，虚列支出套取资金共计323450
元设立“小金库”，并使用其资金发放津补贴。市政
务服务中心原党支部书记、主任曹健对此负有直接
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并有其他违纪问题。2016年7
月， 曹健受到撤销其市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职务处分，按副处级干部确定待遇。

2013年至2015年， 郴州市担保公司虚列支出
套取资金972123元设立“小金库”，用于发放津补贴
等支出。市担保公司原董事长、党总支书记刘炳宏
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市担保公司原
董事、 总经理龙建军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2016
年7月，刘炳宏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市政府对
其市担保公司董事长职务予以解聘，按企业中层管
理人员正职确定其待遇；龙建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由市政府对其市担保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予以解聘。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金慧 陈飞宇）9
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将正式施行。今
天上午，长沙市举行《慈善法》贯彻实施动
员大会，会议邀请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杨思斌现场授课。

据了解，《慈善法》经历长达10年的调
研和起草，被喻为我国“开门立法”的典
范，它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
发展迈入了法治化轨道。在《慈善法》的33
个法条中， 有54处直接涉及民政部门，赋
予了民政部门25项职能，涵盖了慈善工作

的所有环节， 是民政工作职能的重大拓
展。

长沙市有关负责人表示，长沙民政系统
将以9月5日首个“中华慈善日”为契机，开展
《慈善法》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
校活动，加大《慈善法》宣传力度。高标准实施
《慈善法》，做到依法开展慈善事业。长沙将加
大慈善组织的培育发展力度，要推进慈善组
织监管制度改革，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慈
善组织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并建立健全行
业规范和行为准则。

郴州常德张家界
5名党员干部接受调查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蒋伟） 今天， 省纪委三
湘风纪网对外通报， 因涉嫌违纪，
郴州、 常德、 张家界三地有5名党员
干部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5名党
员干部分别是汝城县委常委、 常务
副县长陈向华， 安乡县血吸虫病专
科医院院长兼书记彭世春， 安乡县
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处客运驻站办
主任禹永华， 慈利县中医院副院长
李国平， 永定区畜牧局原动物卫生
监督所所长李学云。

长忆红军过村庄 郴州通报6起典型案件
分别为违规发放津补贴和吸毒涉毒

《慈善法》9月1日起正式施行

� � � �
� � � � 8月24日， 长沙市望城区地税局举行孝廉文化暨第六届家庭助廉活动， 表演了舞蹈《快乐廉
动》、情景剧《孝廉学堂》、小品《清廉就是尽孝》等节目。

石祯专 褚方彬 摄影报道

反腐倡廉 全家上阵

长沙举行贯彻实施动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