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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韵味的“红色交响”

——
—走三湘 看扶贫

—大型组歌
——
《秋收起义》交响音乐会的创作故事

“天路”通了日子美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关杨博

近来， 武冈市迎春亭街道荷塘
村村民朱远伟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
蜜缸，连做梦都是甜的。
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 记者来
到荷塘村。阳光灿烂，天蓝得醉人，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一栋栋青瓦、红
柱、白墙的仿古建筑显得分外美丽，
看着让人心旷神怡。朱远伟的新家，
就镶嵌在这幅画中。
“邵阳武冈机场这条‘天路’建
好了，我们的日子也跟着美起来！”
朱远伟感慨地说，以前他家住在鸟
不拉屎的山窝窝里，机场建设中房
子拆迁， 今年5月搬进建在机场连
接线旁的新家。住上新房，还有了
“钱”景。他在新家办起快餐店，现
在虽然客流还不大，但每天也能赚
100多元。
在荷塘村，日子美起来的不只
是朱远伟一家，用村民们的话来说
是“家家户户沾了机场的光”。昔日
省级贫困村，如今成了机场临空经
济区先行试验示范区、统筹城乡建
设 示 范 点 、“武 冈 美 丽 乡 村 第 一
村”。
荷塘村委会主任蒋万文介绍，
邵阳武冈机场主要建在荷塘村。
2015年机场建设之初， 武冈市委、
市政府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驻荷塘
村帮扶工作队抢抓机遇， 推进荷塘
新村建设。“大手笔” 筹资1亿余元，
建设都梁文化产业园， 包括都梁古
街、荷塘湖、都梁书院以及村民统筹
建房区等。
在村民统筹建房区，古香古色、
整齐划一的一期20栋两层小楼已
全面完工，居住村民40户，其中贫
困户10户。“感觉像做梦一样，统筹
建房三通一平不用自己出一分钱，

荷塘村新貌。
政府和扶贫工作队还给每户补助建
房款2万元。”告别上世纪70年代建
的危房， 今年6月初搬进新居以来，
贫困村民曾祥叶至今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的幸福。
在村民统筹建房区右侧， 都梁
古街建设正在进行最后的扫 尾 工
作。今年6月28日，邵阳武冈机场通
航当天， 在这里举办了第三届武冈
美食节开幕式， 荷塘村第一次“试
水 ” 旅 游 ， 获 得 成 功 。 预 计 今 年 10
月，这里将正式向广大游客开放。届
时，旅馆、超市、银行、影院、商铺等
将一应俱全，形成融旅游、休闲、购

李雯雯 摄
物、 餐饮和娱乐等于一体的旅游
文化特色风情街区， 预计可提供
就业岗位近1000个。
去年，村里建成荷塘月色精
美农家乐， 今年5月又成立了武
冈万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为
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带动
村民大赚“风景钱”。村民们也都
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酒坊里，酒香弥漫；猪圈中，
3头大肥猪和几头小猪长势喜
人；屋前坪里，成群的 鸡 鸭 跑 来
跑去 ，争 抢 着 觅 食 ……“机 场 建
设以来，农副产品好卖多了！”荷

苗绣长卷献礼自治州建州60周年大庆
湖 南 日 报8月1日 讯 （通 讯 员
吴红艳 记者 彭业忠）今日，记者从

花垣县委宣传部了解到， 花垣县组
织的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
60周年献礼的60米苗绣长卷——
—
《锦绣湘西》已如期完成。
据了解，2006年， 花垣苗绣被
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目录。《锦绣湘西》 长60米，
宽1.2米，由包括花、鸟、鱼、蝴蝶等
在内60个不同的图案变换组合而
成，蕴含着民族团结、五谷丰登、兴
旺繁荣等美好寓意。展开苗绣长卷，
但见绣布上龙凤呈祥，花团锦簇，精
美绝伦。
《锦绣湘西》由 该 县 民 宗 旅 文

广新局负责前期创意 、 设 计 和 筹
备，绣工、绣活儿等工作由该县十
八洞村苗制农产品加工专业 合 作
社具体负责。十八洞村苗制农产品
加工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顺 莲 既
担任苗绣长卷工程的“总指挥”，负
责苗绣技术指导、任务分配、质量
把控等相关事宜， 又 参 与 穿 针 走

塘村贫困户张金成也切实感受到了
机 场 带 来 的 好 处 。62 岁 的 张 金 成 患
有胃下垂等疾病，不能干重活。因为
家里穷，儿子35岁了还没娶媳妇。前
年扶贫工作队资助他们家建起了酒
坊、猪 圈 。“去 年 卖 了 8头 猪 ，纯 收 入
8000多元， 酿酒收入5000多元，加
上养土鸡土鸭赚了3000多元， 今年
再 加 把 劲 ， 争 取 赚 得 更 多 。” 张 金 成
说， 目前村里40户统筹建房二期工
程已开工，其中就有他家。
夜幕降临，荷塘村里不时还有三
三两两的游客在湖边漫步、在绿荫中
徜徉。

线、色彩搭配等苗绣工作。
自4月22日开始， 十八洞村苗
制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组织吴
新兰、吴英花等60个“绣娘”，历时
80多天时间，顺利赶制完成了《锦
绣湘西》。今年九月下旬，此苗绣长
卷将在自治州州庆活动上盛情展
出。十八洞村“绣娘”龙美丽深情地
说：“一针一线‘绣’龙凤、‘绣’富贵，
《锦绣湘西》 代表我们苗家人对自
治州成立60周年的美好祝福！”

以新的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荨
荨（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
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为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
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省人大常委
会机关的党员干部以多种形式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家
认为， 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讲话精神上来，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
定“四个自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切实履行好立法、 监督、 重大事项决
定、人事任免等法定职能，进一步加强
代表工作，为湖南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 实现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美好愿景作出人大应有的贡献。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肖斌在
认真学习讲话精神后，深有感触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提出一系列富有
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鲜
血液、提供了新的内涵。当前，为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的思想舆论
氛围， 最根本的就是要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学以致用，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讲话精神上来， 增加维护核心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优异的成绩献
礼十九大。
“坚定理论自信，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责无旁贷。” 正在河南红旗渠干
部学院参加骨干教师党性教育师资培
训班的省委党校的教师们， 围绕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进行了专题讨
论。 学员们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
自信和战略定力”，进一步提升了大家
“传播党的声音、讲好党的故事”的政

治站位和行动自觉。 我们要努力把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党 校 姓
党、 从严治校的根本要求扎扎实实
地贯彻和体现到党校各项工作中，
推动党校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结合实际，
奋发有为做好经济工作
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商务厅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 精
神。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表示，全省
商务系统干部职工将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的重大战略部署
上来，以开放的视野谋创新，以创新
的思路抓开放，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做好商务领域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湖南商务和开放
型经济追赶式跨越发展， 推动我省
由内陆大省向开放强省转变， 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 厅长
方先知表示，要把学习好、宣传好、
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全省国土资源系统的重要政治
任务，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省委、省政府“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的重大战略部署上来，大力弘
扬“大地情怀、泥土精神”，扎实做好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耕地保护、脱贫
攻坚、 地质灾害防治、 生态文明建
设、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工作，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属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在积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表
示，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不断加强国企党建，推进
国企改革发展。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叶新平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
想与观点， 为国企改革发展指明了方
向。 集团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学
习、贯彻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加
强企业党的建设，不断深化改革，主动
融入市场， 采取积极举措， 努力打造
“大市场、大业主、大项目”的经营新格
局，确保经营规模稳定增长，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
取决于人心向背。
省民政厅党组第一时 间 学 习 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组织
全省民政系统深入学习， 深化了对讲
话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的认
识。大家表示，将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建设中的骨干作
用和社会保障中的兜底作用， 大力践
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认
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各项民生决策
部署落实，纵深推进人本化、法治化、
标准化、信息化、社会化“五化”民政建
设，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同时，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 深化“两个专项整
治”，转变民政干部作风行风，以饱满
的激情干事创业，增强社会满意度。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不断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形式和手
段，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更好地保障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省文化厅
公共文化处处长颜喜在学习讲话精神
后表示，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以推进贫困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
口，破解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90年前的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
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 中国革命
迈出了新起点。
7月27日晚，大型组歌《秋收起义》
交响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首演。 恢弘
的旋律、 激情的演唱， 一曲曲动人的
“红色交响”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体验
90年前的热血与柔情。

创作坚持。
对谭仲池而言，有关秋收起义的
点点滴滴早已深深刻入脑海。但他并
没有因此自满，而是先后3次回浏阳，
到秋收起义纪念馆住了一个多星期，
重新查阅了300多册史料，记录了3大
本厚厚的笔记。创作中，他先后修改
歌词7次，直到剧组满意为止。
整首组歌既有宏大叙事，也不乏
细腻刻画，将90年前的英雄壮举向观
众作艺术化呈现，振聋发聩。

故事讲真实，
主创者查阅史料 300多册

音乐“接地气”，
交响乐融入湖湘音乐元素

“沈家大屋的灯光亮了，三湘大地
的树木醒了。你在唤起工农千百万，血
染的土地要举起刀枪。”乐声响，歌声
起，《沈家大屋的灯光》 向人们讲述，
1927年的夏夜，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
里， 毛泽东正主持召开改组后的湖南
省委第一次紧急会议， 确定秋收起义
的整体方案、战略战术。
“我知你情系百姓苦求索，我懂你
心忧天下敢担当。”婉转而铿锵的女声
独唱响起，《挥手从兹去》中，巾帼英豪
杨开慧送君上征程。
《日出东方》的歌声里，毛泽东行
色匆匆， 奔走于安源的矿井和田间地
头，四处寻找、组织武装力量。他万分
焦灼，但更坚定执着:“不靠神仙皇帝，
就靠工农武装，燎原星火你点亮，日出
东山照四方！”
……
《序曲》《三大乐章》《尾声》，3大板
块共13首曲目，向观众讲述了11个真
实感人的革命故事。
出生于浏阳的谭仲池担任编剧和
主要词作者。真实地还原历史，是他的

《秋收起义》 的3位曲作者是清
一色的“湘” 字号——
—省文联副主
席、省音协主席、国家一级作曲邓东
源，省歌舞剧院著名作曲家杨天解，
湖南师大音乐学院副教授、 作曲家
唐勇强。
“突出组歌的现代交响性，紧扣
秋收起义历史事件的完整戏剧结构，
用当地民族乐器和湖南本土音乐素
材，演绎湖湘特色的交响乐。”本次交
响音乐会的音乐执行总监邓东源如
此阐述他的创作理念。
唢呐是长沙和浏阳一带用得最
多、 最广泛的地方乐器之一。《序曲》
开场，邓东源以3把唢呐吹出浏阳“地
花鼓”中最典型的音乐素材；在《沈家
大屋的灯光》中，杨天解用了花鼓戏
音乐元素；地道的浏阳客家山歌《喜
鹊落在梅树上》， 也被邓东源引用到
《日出东方》里；客家山歌中广泛运用
的竹笛，也多次出现。
融入了湖湘音乐元素的交响乐，
让现场观众多了一份熟悉，多了一份
共鸣，听得入迷。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吴名慧

难题。同时，坚持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文
化获得感为己任， 努力繁荣发展全省
群众文艺， 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
精神文化产品。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党员干
部们在学习后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
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自信心。我
们一定要深入领会讲话的丰富内容、
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团结全省各
族人民，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

加强人才建设，
为百年梦想提供智力支撑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

邵东籍个体经营者刘汉成在永州英勇救人献身——
—

见义勇为，他一跃成永恒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邓星照 唐东升 周吉锋）7月26

日晚，亲友垂泪，哀乐低回。在救人英雄
刘汉成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 英雄的儿
子刘凡、 女儿刘向凡搀扶着悲痛欲绝的
母亲赵玉兰，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以父
亲为榜样，做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7月22日晚上8时许，在永州市冷
水滩区湘江浮桥上， 很多市民在这里
散步纳凉。由于光线不好，在桥上散步
的刘吾梁一脚踩空，掉进湘江河里。正
在附近散步的刘汉成看见有人坠河，
情况十分危急，来不及脱衣服，跳进江
里，快速游到坠河者身边，将他托起。

须积聚强大合力。
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刘小明
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履行职
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坚持“四个服
务”的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省科协科
技人才荟萃的优势，团结和带领广大
科技工作者投身于全面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整合全省科技创
新资源，为“五个强省”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以更
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湖南商务职院党委书记周忠新表
示， 学校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上

与刘汉成一起散步的朋友见状，找来
一根绳索抛下去。 朋友在上面拉，刘
汉成在水里推，终于将落水男子救了
上来。由于体力透支，河水湍急，却再
也没看见刘汉成……直到第二天，刘
汉成的遗体被人打捞出来。
刘汉成救人的事迹很快传遍了
永州的大街小巷。跟刘汉成一起在永
州做生意多年的一位朋友说，今年55
岁的刘汉成，出生在邵东县廉桥镇丛
光村。现是冷水滩金地市场个体经营
者。刘汉成平时遵纪守法，文明经营，
乐于助人，口碑一直很好，是永州宝
庆商会优秀会员。

来， 激励引导广大师生坚定“四个自
信”，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为创建高职“双一流”，培育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为每个人赢得人
生出彩机会， 为中国梦职教梦的实现
而不懈奋斗!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学校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湖
南女子学院党委书记罗婷说，学校将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工
作实际，加快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女
子本科院校，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执 笔 ：刘 文 韬 李 国 斌 孙 敏 坚
周月桂 陈淦彰 胡信松 陈勇 龙文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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