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8月8日下午， 外国友
人在长沙市开福区沙坪湘
绣大师楼亲身体验湘绣技
艺。 当天， 来自106个国
家和地区的122名外国友
人来到沙坪镇参观， 感受
湘绣技艺的神奇与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老外”感受
湘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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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于振宇

醴陵城南，矗立着一座石拱桥。 渌江从桥
下缓缓流过。

这是目前湖南省跨度最大、 保存最好的
石拱桥，虽经百年侵蚀仍屹然挺立，斑驳桥面
写满了历史的凝重与沧桑。 桥上行人往来，步
履匆匆， 大多已不知道这里曾是90年前醴陵
秋收起义的主战场。

7月28日，一场大雨过后，溽暑稍解，清凉
渐生。 记者来到渌江桥上，追寻那段血与火的
记忆。

霹雳一声暴动
一夜捕杀豪劣恶霸20多人

“正是在这里，农民暴动队伍处决了‘清
乡司令’ 彭承美， 拉开了醴陵秋收起义的序
幕。 ”走在渌江桥上，研究秋收起义数十年的
醴陵市档案史志局退休干部吴兴强介绍。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
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会后，中共醴陵县委负责人星夜赶回醴陵，部
署行动方案，决定于9月11日（农历八月十六）
凌晨齐起暴动，并组织“敢死队”与城郊暴动
队做内应，迎接由安源、萍乡前来攻城的工农革
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擒贼先擒王”。“敢死队”首先盯上了组织
屠杀了1000多名革命群众的“清乡司令”彭承
美。9月9日夜，一名地下工作者利用彭喜欢打牌
的特点，邀其去县城西门泗洲寺姘妇家打牌，打
牌后去渌江餐馆吃夜宵。刚上渌江桥头，彭承美
便被“敢死队”擒住，用绳索勒死在桥上。

消息迅速传遍全县，乡亲们奔走相告，兴奋
地说：“打虎过中秋，胜过吃鱼肉。 ”

9月10日中秋夜，霹雳一声暴动，东、南、西、
北四乡农民一齐暴动，一夜之间捕杀地主豪劣、
恶霸20多人，击毙反动驻军连长一人，缴获了一
批枪支弹药。

9月12日，暴动队伍纷纷向县城进发，准备
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攻打醴陵县城。

攻克醴陵
“湖南苏维埃之组织由醴陵开始”

房屋低矮、 红墙褪色， 仅有“醴陵车
站” 4字依稀可辨。 7月28日下午， 吴兴强老
人领着我们费了不少时间， 左右打听， 终于
找到了已改为职工宿舍的醴陵阳三石火车
站。

这是我省最古老的火车站之一， 1903年
建成。 1927年9月12日， 在安源起义的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攻下萍乡老关
后， 乘火车沿株萍铁路到达阳三石火车站，
与农民暴动队伍会合， 共同打响了进攻醴陵
县城的枪声。

走过长长的铁轨， 吴兴强老人用讲述把
我们带回到那激烈战斗的现场———

“起义部队从这里兵分3路： 左路主攻

北门； 右路一部分从阳三石浅水区过河， 一
部分从东门上过渡， 会攻东门； 中路则强夺
渌江桥， 直取县城中心。”

战斗打响后， 右路部队很快打进东门。
中路部队在攻占渌江桥时， 因敌人集中火力
封锁桥面， 遭到阻击。 起义军马上改变战
术， 留下部分兵力佯攻桥头， 主力则从状元
洲附近的浅水区涉水过河， 与潜伏在城内的
地下工作人员等发起围攻， 桥上敌人腹背受
击， 只好举手投降。

“这次战斗， 毙敌几十人， 俘敌100多
人， 缴枪80多支， 胜利攻占了醴陵县城， 醴
陵成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占领的
第一个县城。 只可惜左路部队未能攻进北
门， 致使大部分敌人从北门逃出了县城。”
吴老兴奋之余略带遗憾地说。

攻占县城后， 起义部队砸开监狱， 救出
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群众300多人。 第二
天， 第二团经与中共醴陵县委研究后， 正式
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 开创了
“湖南苏维埃之组织由醴陵开始” 的历史。

县总工会、 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随之
相继恢复。 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布告： 一切权
力归革命委员会，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没收
地主土地。 工农革命军打开盐仓、 粮仓， 把
食盐和粮食分给贫苦群众。

9月14日， 国民党湖南军阀调集重兵向
醴陵反扑，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工农革命
军第一师第二团主动撤出县城， 向浏阳挺
进。

“革命政权的旗帜仅飘扬了不到2天，
但它的诞生， 极大振奋了革命群众的精神，
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吴兴强自豪地说。

激活红色基因
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90年光阴过去，走进醴陵这片红色热土，

走近一个个历史现场， 我们清晰感受到那份

革命豪情还在延续， 并化为发展的动力与热
情。

只要有人还记得， 历史便不会被忘记。
毛泽东、朱德、李立三、耿飚、左权、蔡申熙、朱
克靖等革命家和工农革命军在醴陵留下了丰
富的革命遗迹， 至今保留的革命遗存就有近
百处。

为纪念大革命时期牺牲的1000多名革命
烈士，醴陵县大障镇的村民们，自筹资金、不
计报酬地建起醴陵南四区苏维埃革命纪念
馆，每年接待参观者上万人次，成为湖南唯一
的民办革命烈士纪念馆。

一座座修缮一新的红色丰碑， 见证了醴
陵军民坚定的理想信念， 见证了醴陵军民守
护精神图腾的坚定执着。

“传承革命精神，激活红色基因，把红色
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醴
陵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 醴陵正在与周边
县市共同打造“株洲—醴陵—攸县—茶陵—
炎陵”红色旅游线路，形成红色文化一小时旅
游圈，以此带动文物游、生态游、工业游等其
他旅游项目，推动革命老区旧貌换新颜。

欧阳金雨

出门不带钱包， 买东西不用现金， 掏
出手机， 扫一扫支付……对于不少长沙市
民而言， 已然是生活常态。 在微信支付发
起首个无现金日活动后的第三年， 今年的
“8·8无现金日” 声势大涨。 早在一周前，
各个支付平台送奖金、 抢红包等活动就令
人应接不暇， 有人扬言中国实现 “无现金
社会” 已不远。

中国几乎直接跳过了信用卡来到了移
动支付时代， 现在以支付宝、 微信支付为
首的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主流
的支付方式， 甚至连街边摆地摊的小贩都
必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 移动支
付的发展 ， 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便
利。

然而，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利弊两面。
“无现金支付 ” 带来便捷 、 高效的同时 ，
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比如， 客户资金安全
问题。 使用第三方支付， 在买方确认收货
前， 所支付的货款会一直在支付公司的账
上， 这就是常说的客户备付金。 由于交易
存在时间差， 产生了巨额资金沉淀。 今年
全国 “两会” 上，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就明
确指出 ， 有些机构挪用客户的备付金炒

房、 炒股票。 早前， 央行集中公布了一批
支付机构挪用占用客户备付金的事件， 其
中上海畅购、 广东益民、 浙江易士、 湖南
星广传媒等豁然在列。

另一大隐忧， 则是个人隐私， 特别是
关于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 目前流行的
无现金支付手段， 大部分来自支付宝和微
信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消费产生的大
规模数据， 当然也都被它们所掌握。 这些
数据一旦被黑客利用或大规模泄露， 将造
成巨大的损失。 再大胆设想一下， 也许未
来的货币战争会升级到通过互联网、 物联
网和智能工具来实现呢？ 这都是新经济形
态带来的新风险， 我们应当在萌芽时多做
预防工作。

好在金融政策的监管越来越严。 央行
新推出的网联平台就是防范风险的一个金
融基础设施， 自2018年6月30日起， 支付
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
全都要通过网联平台处理， 这是无现金支
付规范化的必经之路。 此外， 监管部门也
正严厉打击对社交媒体盗用、 短信木马链
接、 骗取验证码等手段， 以保证消费者网
络支付安全。 当然， 消费者自己也要多长
个心眼， 给手机加密， 不扫描来源不明的
二维码等， 尽到个人注意的义务。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
天，记者从省扶贫办获悉，根据《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开展2017年全国脱
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经评选委
员会初次评审，向社会公示公告60名人选
作为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其
中，我省两人入围候选人名单。

这两人分别是参评奋进奖的隆回县岩
口镇向家村村委会主任向长江，参评奉献奖
的原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常德
市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名誉村长”王新法。

其中，2017年2月23日，王新法因劳累过度突
发心肌梗塞，牺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十三五”脱贫攻坚期间，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每年会表彰一批为脱贫攻坚
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以树立和表彰
这方面的典型。 全国脱贫攻坚奖设有奋进
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每个奖项表彰
不超过10名。 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
出38人，我省推荐的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
寨乡楠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苗族）获
奋进奖。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肖军 通讯员 杨剑

房有了，成家了，娃生了，车买了。辰溪
县火马冲镇照顶界移民新村的郑春田，一
家三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8月4日，夫妻
俩在新家教1岁的娃学走路。

虽说娃有1岁了， 但夫妻俩举行婚礼
办喜酒却是今年2月。 为何要先结婚后办
婚礼？ 郑春田不好意思地说：“是丈母娘的
意思，原住在半山腰的木板房内，女方亲戚
来喝喜酒怕丢面子。 ”

“有女莫嫁照顶界。 ”照顶界村在海拔
830米的山上，2011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仅
800元。 村里曾有46名大龄男青年找不到
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

郑春田的妻子熊丹琴来自贵州。虽说他
们是真心相爱， 但熊丹琴的母亲不放心，来
到照顶界村“视察”一番，看到半山腰的木板
房，皱起了眉头。 郑春田忙说：“村里已启动
生态移民，很快就有新房子了。 ”熊丹琴的母
亲丢下一句话：“婚可以结，什么时候搬下山
住上了新房，就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

怀化市委将照顶界村定为市委书记
易地扶贫搬迁的联系点，制定了“搬得下、
稳得住、融得进、能发展”的生态移民扶贫
思路， 将安置点选在火马冲镇政府旁。
2014年， 照顶界移民新村建设正式启动，
全村63户先后搬迁入住。 去年10月，火马
冲镇火马冲村、 照顶界村等4个村合并为
火马冲村。

去年下半年， 郑春田一家搬进了照顶
界移民新村的新家， 房子面积有140平方
米。得知这一消息，郑春田的丈母娘当即拍
板，婚礼定在今年2月举行，娘家亲戚来喝
喜酒。

走进移民新村， 见4栋设计新颖的楼
房绿树环绕，路面整洁，店铺兴旺，村民们

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移民新村， 记者听到很多大龄男青

年找到老婆的故事。 村民郑钰曾谈过几个
女朋友，都因房子太差而告吹。 搬下山后，
他很快在附近找到了工作， 将老婆娶回了
家。他高兴地念了一段顺口溜：“搬新房，娶
新娘，全靠生态移民扶贫政策来帮忙。 ”

搬出来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
才是关键。 怀化将“挪穷窝”与“拔穷根”并
举，不搞“一搬了之”。

经过就业培训， 郑春田掌握了驾驶技
术，凑了9万元买了一台车跑运输。 他以前
在山上靠烧木炭谋生， 一年累死累活只能
赚1万元。 如今， 他一个月就可以赚5000
元。

在山上的高山葡萄示范基地， 一串串
沉甸甸的葡萄色泽鲜艳、果肉丰满。看着丰
收在即的景象， 村民雷永定高兴地说：“住
了新房，又有了‘绿色银行’，儿子的婚事也
有了着落。 ”

“我们公司在山上建起了200亩高山
葡萄示范基地， 并带动5户农户种植葡萄
150亩。 ”辰溪大瑶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舒晓河说。

农户下山，产业上山。 按照“公司+合
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的模式，通过土地
流转，引进多家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在山上
建起了400多亩优质水果基地。

火马冲镇副镇长瞿绍喜介绍， 镇政府
还通过多种渠道， 帮助搬下山的村民就业
创收。 包括牵线搭桥介绍村民去附近的辰
溪县工业集中区务工、 优先安排公益性岗
位等。 如今，原照顶界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凤凰’翩翩入村来。 ”原照顶界村党
支部书记郑茂发告诉记者， 通过生态移民
搬迁，“搬”来了好日子，村里10多名大龄
男青年在搬新家后喜结良缘。

� � � � � �攻克醴陵
湖南苏维埃政权由此发轫

三湘时评

享受支付便利 还需提防风险

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候选人公示
王新法、向长江入围

“搬”来好日子 引来“金凤凰”

———纪念建军90周年暨秋收起义90周年

湖南日报、江西日报党报联盟

� � � �醴陵市渌江桥，该桥始建于南宋。 这里是当年醴陵秋收起义部队作战的重要地点。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廖蔚佳 摄影报道

【史料链接】

1927年9月12日，在安源起义的工
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攻下萍乡
老关后， 乘火车沿株萍铁路到达醴陵阳
三石火车站， 与醴陵的农民暴动队伍里
应外合，攻占县城，砸开监狱，成立中国
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 2天后，由于
当时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反扑， 革命军主
动撤离县城，向浏阳进军。

（相关史料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 � � � 8月4日， 辰溪县火马冲镇照顶界移民新村全景。 李夏涛 摄

通讯员 孙开笠 刘华 田玉芳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龙山县海拔1700多米高的大灵山, 被称
为“湘西屋脊”。 大灵山上的大安乡大湾村，平
均海拔940米，8个村民小组， 共217户879人，
散居在大山之中。

47岁的土家族汉子钟昌其， 沧桑的脸上
总带着微笑，朴实憨厚，眼神和眉宇间则流露
出一股坚毅和果敢。 他住在大湾村3组，一家
五口人因病返贫后，又因扶贫政策的落实，以
及自己的勤劳苦干，重新脱贫。

2012年5月，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12岁大
女儿，体育课时因突然感觉腿脚无力，跌倒在
操场上。 经检查，被诊断出患有骨结核病。 钟

昌其与妻子刘小红， 带着女儿在湖北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治疗。 可正当大女
儿的病情稍有好转时，80岁的母亲突然又中
风倒下了，被送进龙山县人民医院治疗，生活
不能自理。 夫妻俩就此分赴两地，分别照顾母
亲和女儿。 一时间，家里债台高筑。

2014年初，龙山县编办来到大湾村扶贫。
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评选条件， 经过农户
申请、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公示公告等程序，
钟昌其家被确定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
户，并由扶贫队队长、编办副主任刘华结对帮
扶。 评为贫困户后，一家人得到国家精准扶贫
产业扶持、教育助学、医疗救助等一系列政策
帮扶。 钟昌其大女儿和母亲治疗费用的报销
比例，达到85%以上。大女儿重新上学后，两姊

妹学杂费都免除了， 还有国家补助的生活费
用。

虽然有了帮扶， 但钟昌其一家也不等不
靠， 与村干部一起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思路
———种烤烟。 2015年钟昌其夫妻俩流转了45
亩土地，起早贪黑，从育苗到整土，从盖膜到
下田，从刮烟到烘烤、销售，忙得不可开交，烤
烟当年就获得好收成。

“去年生产4000多公斤干烟，卖了12万多
块钱。 除去生产成本5万多元，纯收入达到7万
元左右。 如今，家底又开始厚了起来。 ” 憨厚
的钟昌其笑着说。 如今，全家还清了所借的债
务。

钟昌其一家， 在今年初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湘西屋脊”土家汉子脱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