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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前的7月15日，中国女权和女学思
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辛亥革命著
名烈士秋瑾在挥毫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之
后，红血溅缟素，红颜祭云天。这位1875年11
月8日出生于福建， 后随父辗转至湖南长沙、
常德、湘潭等地，再为革命而奔波至北京、上
海、江苏、天津、浙江、福建、台湾，直至东渡日
本、命殒老家绍兴的“鉴湖女侠”，以躯体为

剑，为在黑暗笼罩中苦苦挣扎的华夏儿女划
开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口子。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110年后的神州大地，
红光普照，江山如画，美丽多娇。仲夏之际，湘潭
窑湾十八总由义巷里，一抹橘红丹霞，如彩练一
般舞动苍穹， 映得身后一栋青砖灰墙的湘中庭
院，如挺立在斑斓之中，游弋在水墨之间。这里，
便是秋瑾短暂的32年人生历程中，在老湘潭（按
当时的行政区划，包括今株洲大冲、娄底双峰等
地）度过8个春秋的主要居所之一。

在今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街道大冲
村， 一所集湘东民居与江浙徽派建筑于一
体的三重院落，矗立在九郎山与二郎山、昭
山连绵起伏的屏障里。

青砖黑瓦，飞檐翘角，典雅大气，抬头
可见的“槐庭”二字，挥洒飘逸，笔墨之间仍
氤氲着鉴湖女侠的文怀清气与剑琴风华。
这里， 便是秋瑾的又一处故居———大冲别
墅。婚后，秋瑾时常来此居住，“槐庭”，意喻
夫妻琴瑟和鸣，门庭兴荣尊贵。

“上世纪80年代的株洲地图，标的旅游
景点就只有一个叫秋瑾故居。 秋瑾是辛亥
革命有功之臣， 修复秋瑾故居就是对辛亥
革命最好的纪念。” 株洲市石峰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刘文星介绍。 经过3年的努力，
2015年7月15日，修复后的“大冲别墅”正式
对外开放。

修复后的秋瑾故居内设有复原、 秋瑾
生平事迹、 新群中学校史及婚俗共4个陈
列。其中，复原陈列按照当地老人回忆和当
时习俗，用近200件文物展示了清末民初的
大户人家生活场景。 秋瑾生平事迹陈列分
为“秋家有女初长成”“身在‘槐庭’忧天下”
“只身东海挟春雷”“闺装愿尔换吴钩”“拼
将十万头颅血”和“千秋万代铸侠名”6个部
分，用1000余幅老照片和数十件实物，展现
秋瑾从一个封建官宦之家的闺秀成长为决
心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的历程。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危
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渊龙酣
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
首，名亭直欲继东坡。”“看如此江山，忍归
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谁为济世
彦？相与挽颓波。”在“槐庭”居住期间，秋瑾
经常到农家访问，了解民间疾苦，劝妇女放
脚和读书，创作了一批豪放悲壮、感情浓郁
深沉的诗词与忧国忧民的诗作。

期间，她还辗转湘江两岸城郭、乡村、
古道，行吟岳阳楼、屈子祠、贾谊宅、定王
台、马王堆、芋园，去浏阳结识谭嗣同、唐才
常。“这些经历让她读出了历史的沉重，人
世的炎凉；百姓的冷暖，大地的苍茫。”王学
东说。从贾谊宅归来后，心绪难平的秋瑾挥
笔写下了“贾谊祠前载酒回，新声才赋管弦
催。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之

句，立下了报国宏愿。
处于衡阳、衡山、湘潭、湘乡4县（市）交界

处的今双峰县荷叶镇神冲村，群山环抱，青山
叠翠。 一栋黑瓦黄墙的土坯房被青山绿水环
绕，静默无言。一百多年前，秋瑾曾多次随夫从
十八总坐船溯江而上，折向支流涟水，在湘乡
县城上岸后，再换乘轿马到达此地。

王廷钧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
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
母秋瑾》 一文中说：“我家原住湘乡荷叶神
冲。我四五岁时，看见秋瑾婶母来我家，她每
天在我母亲房里看书，不出大门。”

后来，秋瑾在这里遇到了同样具有爱国
情怀与女权思想的唐群英（曾国藩堂弟媳）、
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3人“情同手足，
亲如姐妹，经常集聚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
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往来十分密切”。这
段经历，让她发出了“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闲
深闺莫奈何”的呐喊，道出了“幽燕烽火几时
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
巾帼易兜鍪”的《杞人忧》，对日后3人投身近
代民主革命和女权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秋
瑾、唐群英、葛健豪被后人誉为“潇湘三女
杰”，秋瑾、唐群英更是和宋庆龄、何香凝、向
警予、蔡畅、邓颖超、帅孟奇一起入选“中华
百年八大女杰”之列。

最后一次回到荷叶塘，时间的车轮已经
转到了1907年。当时，为了筹措革命经费，
秋瑾来到湘潭，向婆家索要钱银。之后，秋瑾
乘船东去，此时她已决心“金瓯已缺终须补，
为国牺牲敢惜身”。

在老湘潭的8年生活，秋瑾将哀怨绵绵与
铁骨铮铮、柔情默默与忠侠烈烈搓揉捣碎，再
重新“粘合加固”，让“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一绝
笔之句如夏花灿烂，百年后仍然芬芳散溢、历
久弥香。而她离开湘潭后的革命生涯，终至魂
归昭山， 也只不过几年时间。 有史家这样评
价：“秋瑾的出现，使中国近代史纲为之一振，
辛亥革命才透出鲜活的亮色， 秋瑾是中国几
千年来血荐轩辕的妇女第一人。”

“以前我甚至会想，她其实就做我的曾
祖母好了，我不要她做英雄。但是后来渐渐
明白， 如果将我自己也置身到当时割地赔
款、封建腐朽的年代，我也会像曾祖母一样，
流血抗争。”王学东说。

“鉴湖女侠几堪豪， 为复华夏香魂销。至
今学子仍吟颂，不惜千金买宝刀。”如今，这首
赞美诗仍在湘潭的大街小巷里广为传诵。只
是叹息，巾帼不再，盛极一时的义源当铺也日
渐萧索败落。

“秋瑾在老湘潭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8年
青春，是值得纪念的。从这一点来说，湘潭对秋
瑾故居的保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了弘扬她
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让市民更好地纪念和研
究秋瑾， 湘潭将对秋瑾位于雨湖区十八总由义
巷内的‘义源当铺’故居进行修复。” 湘潭市文物
局、市博物馆联合党支部书记陈树明说。

7月初的莲城被连绵不断的雨水浸泡着，
滴滴答答的雨声跌落在义源当铺门前的大理
石上，如细丝一般，将时间的光轮拉回到了清
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5月17日，由义巷4号王家大院里
灯笼高悬，锣鼓喧天，灼灼红光将几千平方米
的庭院映照得如染在朱墨之中。 门楼与客厅
里， 穿着长袍马褂、 辫垂脑后的来客济济一
堂，觥斛交错，相互寒暄。“体清腴，面皙白，有
翩翩佳公子之誉” 的王廷钧裹着红色长衫新
郎服，喜上眉梢，等待红娇娘。

红轿之上， 刚过双十之年的秋瑾朱唇皓
齿，纤腰曼妙，转盼间双目有神，眉宇间不失
英气。在一阵礼炮轰鸣与吆喝祝贺声中，秋瑾
被搀扶着路过门前石狮，跨过木质门槛，进入
五开五进的两层砖木大院。三拜过后，独坐在
大厅右侧厢房之中的秋瑾看着红盖头外光晕

闪烁的红烛，满是憧憬。
秋瑾自1893年随父秋寿南从绍兴老家

经长沙而至湘潭，次年，迁至湘乡厘金局。“义
源当铺”家主王黻臣祖籍湘乡荷叶塘神冲，早
年靠蒸酒做豆腐、开杂货铺发家，后在湘潭开
纸行、钱庄发迹，举家搬至由义巷，富甲一方。

闻得秋瑾“丰貌英美”，腹有才气，又善刺
绣，“虫鸟花卉，阴阳反背，自出心裁，靡不毕
肖”，王黻臣托得曾国藩长孙曾广钧、当地乡
绅李润生作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将王
黻臣幼子王廷钧与秋寿南长女秋瑾牵在了红
绳两端，共修结发之缘。

“婚后，曾祖父一方面协助经营当铺，一方
面延师课读，与曾祖母切磋学艺，两人琴瑟和
谐，相敬如宾。”秋瑾的曾孙女、长沙火车站行
政办经济师王学东告诉记者。次年，秋瑾生得
一男，取名沅德。4年后又生一女，取名桂芬，字
灿芝，意为“如日光般璀璨，如芝兰般芳香”。

秋瑾曾向挚友服部繁子谈起自己的家
庭、丈夫与孩子，繁子也数次见过王廷钧，其
印象是：“白面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
巴巴、温顺的青年。他腼腆地对我施礼。”“小
丈夫温文善良， 对秋瑾的意志和行动一点也
不加约束， 秋瑾自由得很， 我拉着秋瑾的手
说，‘在家里你是男的，你丈夫是女的，你是你
们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你丈夫是女神
的崇拜者。’”

正是因为这份“崇拜”与“宠爱”，在“笑不
露齿、步不出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三

从四德”封建教条下，秋瑾才能我行我素“不爱
红妆爱武装”，在由义巷里随意看“新书”，练击
剑，学巫家拳，骑马。

可是，好景不长。少时就曾立下“今古争传
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大志的秋瑾，对平淡
的闺阁生活日渐厌倦， 她向服部繁子吐露道：
“夫人，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
得有所不满足。”

当时，戊戌变法、会党起义风起云涌，八国
联军侵华、《辛丑条约》陷百姓于水火之中。国门
之外是长枪短炮的轰炸， 朝堂之上却是怯懦腐
朽的退缩。 又遭遇父亲在升任桂阳直隶州知州
路上乘鹤西归， 省内新学浪潮的强劲东风吹拂
莲城大地……如此种种，让生于帝国斜阳、长于
帝国末路的秋瑾一边发出“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
军”“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之喟叹，
一边又把她从秋风秋雨的闺怨中拖曳出来， 誓要
做些“让男人屈服，让男人瞠目结舌”的事来。

论及秋瑾与丈夫王廷钧的关系， 湘潭市政
协常委、 研究室主任张作奇认为， 秋瑾与王廷
钧，一个是挥笔舞剑心比男儿烈的女侠，一个是
“凡夫俗子”、温顺平和的丈夫；一个是“恩宗轻
富贵、为国作牺牲”、立志献身革命的壮士，一个
是安于仕途的男士； 一个是欲冲出封建礼教束
缚的叛逆，一个是爱家尽责依顺妻子的丈夫。他
们的婚姻琴瑟和鸣， 在一般人眼里似乎并不缺
少什么， 但在他们之间却隐藏着一条深深的鸿
沟，潜藏着深深的婚姻危机。同床异梦、志各一
方，命运注定他们难以厮守到头。

鉴湖女侠几堪豪，为复华夏香魂销
至今学子仍吟颂，不惜千金买宝刀

幽燕烽火几时收， 闻道中洋战未休
漆室空怀忧国恨， 难将巾帼易兜鍪

秋瑾在株洲的故居———槐庭 吴镇宇 摄

拼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在老湘潭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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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建， 生前是国网宁乡供电公司流沙河

供电所台区经理。洪灾后，他告诉妻子要去抗洪
抢险，妻子第一反应是“太危险，别去了，再说家
里也受了灾”，但何佳建的回答只有最平常的4
个字：“这是工作！”

时间回到7月1日， 一场特大暴雨突袭宁
乡，流沙河镇受灾最为严重，供电全线瘫痪。特
别是何佳建服务的花林村， 种了2600多亩烟
叶，因电力中断无法烘烤烟叶，经济损失巨大。

灾情就是命令。为了让村民们早点用上电，
何佳建每天早上5时出门，次日凌晨才回家，一
直奔波在抢修电力设施一线。

路断了，车子开不进，何佳建靠着一双脚，
蹚过厚厚的淤泥， 查勘一个个变压器； 通讯断
了，手机成了摆设，他挨家挨户上门统计线路情
况。为了保持体力，这段时间，何佳建身上都带
着葡萄糖，实在熬不住了就喝一瓶。

7月9日， 何佳建服务的13个台区、1276户
农户、170个烤房率先通电，比全镇通电提前了
两天，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300万元。

“时间不等人”
7月3日傍晚，流沙河镇一条重要线路草冲

线告急，当晚必须恢复供电，施工难度大，人手
也十分紧缺。

“我去吧！”当晚8时，回到供电所汇报台区
受灾情况的何佳建得知情况，立即请缨参战。所
长戴福军没答应，他清楚，何佳建已连续几天不
分昼夜奔走在线路上，早已疲惫不堪。

“时间不等人，让我去吧！”何佳建很坚持，
这是他的性格。

当时草冲片区一片漆黑，路还没通，吊车无
法进去，断了的电杆如何运出来？“用肩扛！”何佳
建带着几个工友，扛起两截6米长的断杆往外搬。

“123，123……”从现场到路边，何佳建和工
友们扛着几百斤重的水泥电杆， 沿着坑坑洼洼、
满是淤泥的小路走了好几百米，脚步有些趔趄。

顾不上喘口气，何佳建又第一个返回去，帮

忙立杆、拉线。
2小时不间断努力， 草冲线抢修任务完成。茫

茫夜色中，何佳建靠在电杆上呼呼喘气，掏出一瓶
葡萄糖喝下……

当晚10时许，草冲片区的灯亮了。何佳建又急
忙赶回花林村村委会，帮忙组织救灾。

回到家，已是4日凌晨2时多，扒了几口凉饭，
何佳建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5时多，天刚蒙蒙亮，他的身影又出现在线路
上。

“爸爸是榜样”
7月12日下午，太阳织了一张火辣辣的大网。
“老何，老何！”下午4时30分许，花林村村民

蒋风华远远看见烤烟田里电杆下的何佳建踉踉跄
跄，突然倒在地里。感到情况不妙，蒋风华放下手
里的烟叶，边跑边扯着嗓子喊。周围的乡亲们闻声
赶了过来，拨打120。

下午5时许，救护人员赶来了，对何佳建进行
急救，却没能救回他。

“老何是个好党员，村里谁家用电有问题，他
随喊随到。” 花林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林告诉记者，
村民们都不愿相信老何去世的消息。当天下午，何
佳建接到烤烟户用电投诉， 马不停蹄赶到现场查
勘。在抗洪救灾一线连续奋战了12天的何佳建，因
过度劳累，倒在地里再也没有醒来。

“半年没见到爸爸了，没想到……”何佳建的
大女儿何坤在武汉一所高校读大二，13日凌晨3时
许，她匆匆赶回家，看到躺在冰棺里的爸爸，泣不
成声。

“我爸爸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记得有一天夜
里，邻居家着火了，他听到呼救声，穿着短裤、光着
脚就去救人。 当时火势很猛， 我拉着他怕他出意
外，但他还是不管不顾……”提起爸爸，何坤有说
不完的话。

47岁年华，何佳建还有太多牵挂。头发斑白的
老母亲，相濡以沫的妻子，还在求学的两个女儿……

“爸爸一直重视我和妹妹的教育，省吃俭用供
我们读书。爸爸是我的榜样！”何坤强忍着眼泪说。
这个清瘦柔弱的女孩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大人。

家门口， 何佳建家农忙时节用来帮人耕田以
贴补家用的耕田机，静静立在田边……

山村“点灯人”

孟姣燕

参观博世长沙公司4.0生产线，不少企
业经营者磨拳擦掌 、跃
跃欲试。

但工业 4.0是否符
合当下中国的国情？

由于工业4.0资金、
技术、管理成本较高，这
个问题也成了不少企
业家心中的疑虑。

的确，工业4.0看上
去很美好。 但企业不能
盲目 “追风 ”。推进工业
4.0的目的应该是为了

解决问题，寻找高效的生产经营解决方案。
德国工业4.0以人为中心，通过实施技术

变革，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完善服务。
其实，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中国

制造2025”，其本质都是制造业不断迈向信息
化、智能化的过程。

目前， 我省企业分别处于1.0、2.0、3.0不
同阶段。要实现转型升级，不要急于求成，一
口吃成胖子； 也并非要把现在的生产线、车
间、工厂拆掉，推倒重来，而应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每天进步一点点，稳打稳扎推进。即使
是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德国企业，也只是在3．0
的基础上慢慢向4．0过渡。

我省工业转型升级，应先补上工业3.0的
功课，再追逐工业4.0的梦想。

每天进步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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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①） 与传统生产线相比，新生
产线生产效率提高30%以上，原来组装一个
防抱死马达需要12.5秒，现在只需要7.5秒；
操作人员大幅减少；质量损失减少30%。

记者在其中一个装配工序的硅钢片上
料工位看到，机器人正在作业。它能根据生
产管理系统中的订单情况自动计算物料，
将物料需求发送到仓库；仓库收到指令后，
会自动备料， 然后交由运料小车自动配送
到生产线上。

“从将生产计划发送至生产执行系统，
从原材料的准备到配送， 从制造成品到包
装，整个装配生产线完全按照博世工业4.0
理念，实现设备、物料、人的互联。”张毕生
介绍，互联的前提是数据的采集与共享；无
处不在的智能传感器、视觉系统、射频技术
等，就是数据采集的关键技术。

相比旧的生产线，这条工业4.0生产线
的智能化程度，除了自动化水平更高、人机
交互更便捷，还具备产品追溯、自动换型、
智能订单管理、数字化包装等功能。在工业

4.0时代，掌握关键数据，打造全球化智能
服务体系，对企业由“制造”向“制造+服
务”转型至关重要。

记者看到， 由这条生产线装配的每一
个马达都有一个二维码。据了解，通过扫描
二维码，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物联号、在34
个工作站的状态、性能参数、制成参数等所
有产品信息。这些数据会在系统内保留15
年之久，方便产品质量追溯。

这条工业4.0示范生产线，在管理上也
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线上所有运行状态，不
仅在博世长沙公司的总控室可以监控，遍
布全球的博世集团工厂只要经过授权都能
够看到，实现了生产管理信息透明和互联。

今年起， 博世长沙公司将加快4.0项目
建设步伐，对生产执行管理系统进行拓展，
导入新的维护支持系统， 将数据存储到云
平台，加入物联网，实现从智能生产到工业
互联。2017年，将建成座椅、电机等16条工
业4.0生产线。2018年， 建成一个智能化工
业4.0车间。2020年，建成工业4.0互联工厂。

工业4.0的核心是万物互联，这个过程也
是一种渐进式的演进。据介绍，博世集团制
定了实施工业4.0的发展路径：先从工厂的一
条生产线积累经验， 再建设智能互联工厂，
到集团全球生产资源共享和管理，再到建立
沿供应链和价值链互联的生态系统。

“在工业4.0方面，博世长沙公司刚刚起
步，只是走得比较靠前，唯有一步步探索，才
能最终实现目标。”李永寿说。

值得一提的是，博世长沙公司不仅是工
业4.0领先的践行者， 还是工业4.0解决方案
卓越的供应商。

据介绍，博世集团为秦川机床公司提供
工业4.0解决方案项目， 已于2016年成功下
线， 博世长沙公司深度参与了该项目建设。
正是博世长沙公司在工业4.0拥有领先的技
术优势和实践经验，充分展示了工业4.0的魅
力，目前省内不少企业纷纷前来参观、咨询，
接受培训。

李永寿表示，博世长沙公司有能力为客
户提供工业4.0软硬件生产和技术支撑，为省
内企业提供工业4.0解决方案，助推长沙打造
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助推湖南智造技术发展
和智造水平提升。

工业4.0生产线探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