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刘洪文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在炎陵县城西北隅， 矗立着一座独
一无二的红旗造型的红色建筑。 这就是
全国首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以红军标
语为主题的博物馆，它的主要收藏品，就
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农红军书写的
234条标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
夕， 红军标语博物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
游客———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一行50余
人。面对历尽沧桑保存至今的红军标语，
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个个凝神肃穆，感
慨万千。

“看着这些斑驳的红军标语，仿佛穿
越水口、中村这条军魂发展的历史渠道，
看到了父辈们在这里打土豪、 分田地的
战斗场景。”7月25日，朱德元帅孙女朱新
华一席话， 把大家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
那个波澜壮阔的战争年代。

“红标”，在硝烟中诞生
时光倒流90载。
1927年9月， 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

起义遭受挫折后，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
队沿湘赣边界向南进军。 部队在三湾改
编、茅坪安“家”后，于10月8日来到炎陵
县十都镇，12日到达炎陵水口乡。 在水
口，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实行工农武装
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历史

性决策。
“炎陵县是井冈山根据地西南部的斗

争前沿，先后有50余支红军部队在这里活
动过。”炎陵县党史专家张观怀对记者说。

据他介绍， 炎陵县红色历史丰富，朱
毛第一次会面、第一次连队建党、第一次插
牌分田、第一次给部队集中上政治课等一
系列首创性革命实践活动，均在这里发生。
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
家领导工农红军在这里进行过大小20余
次战斗，留下了大量革命遗迹、遗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 红军官兵以
标语作为发动群众的武器， 在炎陵城乡
写下了“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国
共产党十大政纲” 等数以万计的革命宣
传标语。

这些标语激励着炎陵人民为创建和
保卫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 在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的10年间，先后有3.8万炎陵
儿女为中国革命英勇捐躯， 占当时全县
人口的一半。

“红标”，穿越历史云烟
1934年8月， 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国

民党军队占领湘赣根据地后， 干的第一
件事，就是强令清洗或铲除红军标语。

老区群众纷纷投入到红军标语的保
护之中。 他们有的在标语表面刷上泥浆
或石灰水，有的将室内标语用纸糊封，有

的用柴草杂物等掩盖起来……
在红军标语博物馆第一个陈列室

内，有几幅题为“拆屋迎宾”“标语穿褂
子”“守护”的图画及文字说明，再现了当
年老区人民保护红军标语的生动故事。

为保护利用好这份珍贵的革命文
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炎陵县就着手
开展红军标语的调查、登记工作，并对部
分遗存红军标语采取了保护措施。1990
年，省文物局发出抢救、保护革命标语的
通知，炎陵县被列为全省重点。

据统计，炎陵县目前保存完整、字迹
清晰的红军标语共有151处339条（组），
涉及红军部队番号达66个， 其保存数量
和内容完整性均居全国之首。

2008年9月，中宣部批准在炎陵县建
设全国唯一红军标语专题博物馆，2011
年6月，博物馆建成开馆。博物馆选址当
年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召开群众大会的
大操坪，馆内陈展面积1300平方米。

“红标”，传承红色精神
“通过瞻仰红军标语，我们接受了一

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将牢记革命前
辈的丰功伟绩。” 前来参观的江西游
客张先生看了馆藏的红军标语，情不
自禁地说道。

“这些红军标语既形象又生动，
使我们对革命先辈有了新的认识。
‘八一’前夕，来这里重温革命历史，

很有意义。”来自长沙市公安局的一名干
警说。

为更好地发挥红军标语的教化功
能，炎陵县全面优化博物馆软硬件设施，
创新标语展示载体，扩建游客服务中心，
并通过组织红色文化进校园、 部队官兵
红色之旅炎陵行等特色宣教活动， 全方
位传播红色文化。

目前，红军标语博物馆已相继被省政
府授予“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被省
委宣传部和省军区政治部定为“思想政治
教育基地”，被国防科大定为“当代军人核
心价值观培育基地”，并成为“中国井冈山
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今年获评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近年来，依托红军标语博物馆等红色
资源， 炎陵掀起了红色旅游热潮。 截至目
前，仅博物馆就已接待游客300余万人次。

“沧桑不改红色印记，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7月25日，朱良才上将之女朱筱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红军标语是时
代的符号，是历史的见证，是最好的教科
书，对教育下一代有潜移默化作用，一定
要充分利用好，把红色精神传承好。

长沙上半年完成
进出口额399.6亿元
同比增长59.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陶芳芳 陈志群）长沙外向型经济
活力持续迸发。今天，长沙市召开今年上半年商务和开放型
经济形势讲评会。据了解，1至6月份，长沙市完成进出口额
399.6亿元， 同比增长59.6%，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
点，基本实现任务“过半”。这是长沙近5年来完成进度最快
的一次。

此外，长沙市实际利用外资、利用市外境内资金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省外境内资金三大指标全部实现“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

今年以来，长沙市积极贯彻落实省委“开放崛起”发展
战略，紧扣“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发展目标，一方面研究长
沙开放型经济实施体系， 培育和建立了一批外贸综合服务
体和园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同时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支持
外贸增量、招商引资和开放平台建设；一方面修订开放型经
济考核办法， 首次将22个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关的市直部
门纳入绩效考核。

上半年， 长沙制造业引资逐步回暖， 引进外资同比增长
21.4%；重点外向型平台建设实现突破，如临空经济示范区成
功获批，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已正式封关运行；长沙还开通了
至札幌、河内定期客运航班，至非洲阿斯旺、开罗不定期航班；
中欧班列（长沙）已开行长沙至汉堡等6趟货运班列。

此外，重点外贸企业百亿工程、中兴供应链科技制造外
贸百亿工程、跨境电子商务百亿工程、海关特殊监管区百亿
工程等4大“百亿工程”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长沙100家重
点企业实现进出口43亿美元，其中长沙经开区的广汽三菱、
蓝思科技进出口增幅分别达471.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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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主要经济指标
跻身第一方阵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邹仪）“地方生产总值完成
747.77亿元，增长8%，比全省平均增速高出0.4个百分点，排
全省第5位……”今天，永州市委五届三次全会传来好消息：
该市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也好于去年同期水平，在全省排位跻身第一方阵。

今年以来，永州市上下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指
引，以城镇提质、交通提速、园区升级、旅游升温等“六大战
役”为统揽，有效应对历史特大洪涝灾害等困难挑战，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规模工业增加值完成182.9亿元，
增长7.3%，增速高出全省0.2个百分点，排全省第3位，比一
季度前移11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26.07亿元，增长
11.4%，排全省第2位；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383.04亿元，增
长11%，排全省第1位。

上半年，永州市紧紧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按下了项目
建设“快进键”，整个永州变成了一个“大工地”。“零陵古城”项
目烈日下加紧施工；零陵机场迁建场址获国家民航局批复，湘
江航道改扩建、 区域性铁路枢纽城市各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
利；冷水滩引进诺方舟电子项目，为永州新增一个引领行业标
准的高科技企业……上半年，永州市“六大战役”铺排的660个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99亿元，开工在建项目549个。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陈香 唐军

品浏阳河源头鲜果， 享大围山夏
季清凉。7月28日上午， 浏阳市大围山
镇游客服务中心前坪水果飘香， 淳朴
的大山居民端出自产的桃子、梨子、李
子、葡萄等水果，热情招待八方来客。
浏阳大围山第八届水果文化旅游节开
幕式在此举行。

2.5万亩大围山水果熟了
红宝石李，7月中旬成熟， 含有多种

营养成分；黄金梨，8月上旬成熟，果肉鲜
嫩，口感清脆；脆蜜桃，8月上旬成熟，含
糖量高达14%以上，味甜质脆……每年6
月至9月， 是大围山水果成熟的季节。
经过近年发展， 如今大围山镇水果种
植面积达2.5万亩， 品种涵盖桃、 梨、
李、枣、杨梅等多个品种。

大围山镇政府严格按照水果品种

和规格的大小、形状、色泽、糖度、肉
质、口感等指标进行等级评定，对达不
到标准的产品坚决不允许上市销售。
近年来， 该镇党委政府组织新型农民
学习课堂， 对果农进行新技术、 新品
种、新理念的培育，全镇水果种植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不断提升。

在活动现场， 大围山镇发布了优
质水果品种、 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和重
点招商项目， 并与浏阳市供销合作总
社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对大围山的绿
色生态水果、 特色农产品等进行网络
开发和销售。“浏通天下” 大围山水果
网上销售大赛，也随之正式启动。

体验大山深处的清凉
开幕式后， 嘉宾与游客一道参观

了楚东传统村落、万亩水果公园、锦绶
堂以及中岳美丽乡村。

楚东村历史沉淀深厚， 是全国第
二批传统保护村落， 境内有商周时期

遗址———新田坳商周文化遗址， 以及
明朝洪武年间修建的踏水石桩桥———
跳石桥。 锦绶堂是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旧址所在地，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中岳美丽乡村， 是大围山镇全域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观赏美景之后， 大家到中岳村鱼
头屋场品尝了地道的客家蒸菜全席；
炎热的午后，又赴大围山峡谷漂流，亲
身体验大山深处的清凉。

大围山境内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既
有山环水绕、 风景优美的自然资源，又
有夏无酷暑、 空气清新的独特小气候，
更有客家风情、人文古迹、宗教祠堂及
革命遗址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随着
生态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大围山生态
旅游示范区的创建，作为大围山国家生
态旅游示范区“一园四镇”的核心重镇，
大围山镇迎来跨越发展的春天。

大围山镇党委书记傅爱华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水果+文化+旅游盛会
的举办， 提升大围山生态绿色水果品
牌，推进水果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进
一步展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的独
特魅力，提升旅游名镇形象，吸引八方
来客。

“红标”，永不褪色
———炎陵县保护红军标语、弘扬红色文化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袁睿 肖文一

“以前是看到请帖就心烦，现在一
年难得喝几次酒， 我的记账本早就丢
掉咯。”

7月28日，说起自己这些年来一直
保存、如今却丢掉的记账本，新化县孟
公镇机关职工老张一脸开心。

他告诉记者，过去，他的办公室抽
屉内锁着一本记账本， 里面详细记录
着各项人情开支。

“多的时候每月工资都入不敷
出！”老张说，那个时候，面对同事朋友
的一张张请帖，真是苦不堪言。

像老张这样的情况， 在当时的孟
公镇干部中普遍存在。情况改变，发生
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

孟公镇纪委把狠刹人情歪风作为
转变党员干部作风的重要抓手， 以集
中整治党员干部大办婚丧喜事或借机
敛财问题，向“人情风”宣战。

根据上级精神，镇纪委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 制定婚丧喜庆事宜办理的文

件，明文规定全镇所有党员干部和国家
公职人员，除本人婚嫁以及本人的父母
过世和子女婚嫁外，生日宴、乔迁宴等
均不得操办。同时，在镇机关院内设置
举报电话，做到有报必查、有查必果，对
于违规的各类人员及责任领导、责任单
位，一并追责问责，给予党纪处分。

铁纪严规下，效果凸显。通过狠刹
“人情风”，该镇干部作风明显好转，并
带动了群众移风易俗， 群众获得感和
满意率显著提升。

“没有了应接不暇的请帖，现在是
又有钱又有闲。相比2014年，我现在每
年的人情开支要少几千元。”该镇选调
生文湘琳高兴地说。

宁乡集中签约
40个项目

总计引资358.1亿元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李曼斯 黄尚）一
手抓灾后重建，一手抓经济发展。今天，60余
名企业家代表在宁乡县通程大酒店参加了
由宁乡县委、县政府主办的“2017宁乡县重
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会上共签约重
点工业项目、重大战略合作项目、现代服务
业项目40个，合同引资358.1亿元。

此次签约的重点工业项目共28个，合同
引资39.4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9个，合同引
资88.7亿元。其中，大唐西市的“一带一路”国
际文化产业园、美的智能家居科技城和宁乡
国际科创城（宁乡总部经济创业园）3个重大
战略合作项目共计合同引资230亿元。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集团公司拟
投资100亿元，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产业
园项目，包含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世界非遗
中心及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等；广东美的置业
有限公司拟投资80亿元，打造集总部、商业综
合体、创新创业平台、智能家居示范区、高端人
才集聚区等元素于一体的智能家居科技城。

县里“亲戚”
送来的礼物

通讯员 王玖华 李时琼

“护士长太好了，有了你这个‘亲戚’，
身体无忧了。”7月21日， 双峰县沙塘乡民实
村贫困户李平辉接过该县妇幼保健院护士
长彭又香送上的药品，激动得连声道谢。

现年49岁的李平辉，全家4人，生育2女。今
年3月， 双峰县妇幼保健院确定为民实村的帮
扶单位，李平辉成为彭又香的帮扶对象。这样，
双方攀上了“亲戚”，彭又香经常上门为李平辉
送医送药，还帮助他2个女儿办了社保。

40岁的肖卫军也收到了县里“亲戚”送
来的礼物：一副拐杖。这位从小患有先天性
小儿麻痹症的中年汉子因行走不便，生活无
法自理，至今单身一人，寄住在哥哥家里。双
峰县妇幼保健院后勤科主任隆鹏成了他的
帮扶“亲戚”之后，一边帮他搞易地搬迁，一
边为他争取低保，多举措帮助他早日脱贫。

“这是王院长第六次来看我了，遇上这么
好的‘亲戚’，真是太幸福了。”38岁的肖有国，
说起双峰县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辉， 情绪激动。
他从小患有支气管炎，2015年病情加重， 转化
为肺气肿、肺扩张、肺心病，家里因病致贫，老
婆带着孩子跑了， 多年的疾病折磨和家庭变
故，让这个中年汉子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今年3月，村里来了扶贫工作队，我家
被列为帮扶对象。王院长可好了，把我治病
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办。我这病全靠氧气维
持，王院长送来了一台制氧机，帮我解决了
一个大问题。”肖有国说，今年3月到5月，他
在双峰县人民医院前后住院30多天，王辉多
次来医院询问病情，还帮着到医院办理合作
医疗补偿款。

“过去，帮扶流于形式，因户施策、产业
帮扶不够精准。这次，全院13名帮扶队员，帮
扶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对照问题清单，一
项一项整改落实，力争让帮扶对象2018年脱
贫摘帽。”王辉满怀信心地谋划扶贫目标。

浏阳大围山第八届水果文化旅游节开幕

品鲜果，享清凉

高校师生情牵脱贫攻坚
7月27日，溆浦县北斗溪镇沙坪村，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岳伟带领学生在走访贫困户。17日起，该校66名师生

分成22个调研小组，在溆浦县和辰溪县的12个乡镇、60余个村开展为期14天的“情牵脱贫攻坚”主题实践活动。 张扬 摄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通讯员 江慧 伍振 记者 肖洋桂)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大家，帮我把莲蓬卖出去！”看见来买莲蓬
的人络绎不绝， 津市市毛里湖镇箭楼村的贫困户陈文才喜笑
颜开。7月27日晚，津市市宝悦乐城一场莲蓬义卖火热全城。市
民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在全市架起了一座“莲”心桥。

毛里湖镇今年上半年雨水多，莲子推迟了一个月才成熟，
而泰国、越南等地的莲子很快就引进国内，导致莲农莲子滞销。
为了把莲子及时卖出去，毛里湖镇为8户贫困莲农开展爱心义
卖，卖莲所得收入全部交给贫困户。

活动在开始之前，经当地市民微信朋友圈传播，已引起
广泛关注。义卖一开始，就十分火爆。“毛里湖的环境好，水
质无污染，莲蓬质量高，我们餐馆就用那里的莲蓬，一元一
柄，真是物美价廉。”一位餐馆老板路过义卖现场，听闻是为
了助贫，一口气就要了300柄。不少市民也纷纷加入义卖队
伍，奉献爱心。

津市市直部门的干部也自发“团购”。义卖开始20分钟
左右，5000柄毛里湖莲蓬就被热心市民一抢而空，8户贫困
莲农成熟的莲蓬基本销售完毕。

津市：
爱心义卖 全城“莲”心

丢掉的“记账本”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748857
0 1784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66
812
8158

2
16
200

187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237
93412

338
257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7月28日 第2017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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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2 1905 12 15 17 23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28日

第 2017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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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1040 970320

组选三 915 346 316590
组选六 0 173 0

9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