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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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也要闻04

!"#"$%&'()*+,-
./012345678& 9:;
+<=>?@ABCD@AEF-
G& HIJKLMNOPQR2R
"$ST U!;-&V;#$%W$P
Q&XY01&)*Z[\-56]
^_T U9`Z[\-abcGde
Sfghijklm#n9opq
-rsZ[T tuvwu&xyzi
jm#nDfghijnA{N|
}~�u�Z[��& �<cfg
hijklm#n-m#�NZ[
�@S��& rscJn-m#.
/�@�#T �c����\��
-��Jn��r�& ��S+�
��nf��f& ���nf��
�f& ��� ¡¢MP£��¤
-�N��¥¦Z[^�& §¨.
©ª«¡¬MP���N��¥
¦Z[T nf����<®��¯
°±n ²& ²vc�N��¥¦
Z[�@³´µ¶T ·�¸¹º»&
¼½|¾T ¿ÀÁjÂÃÄNÅÆÁj
 m#Z[|ÇÅÈNOÉ©&~�
Ê�Ëm#-Z[:Ì& ÍW#Î

Ï,m#.©ÉÐ\34-Ñ:�
�&+ÒcÓÔÕÖ×<&ØÙ#l
ÚÆÛÜÝ.Æ.©ª«ÈÞLµß
�àáâãä��ÉÐª#^�&
4ºåÃÌæç-èév& +ãÌ
êÜZ[ëì�'í&¼½SÁm#
.©ÉÐ¼[|¾ÅDÁm#./Ä
«|¾ÅÈ¼�îÉ©&4³n¾ï
ðñlj m#ÉÐòóT��ôË
Ä«&õ-ö÷TØÉÐøùÆÉÐú
ûÆÉÐüýÆþÿ:ÌÈ!lLô
"v�@|¾&"#"$%~&½ò
ó'(T c>j.©:ÌWu�ÆW
)*+ô,-����./Æ012
oÆ34-5Ç6¬'7Æ18-
Ñ:9ÀÆ:;jÂNOÆN|Æ|¾
îÉ©-¬<=ÈÈ&>?@?A
«îÉÐ:ÌT¥LÉÐ:ÌB?C
DEë&��ö÷&@ÉFG&ØH|
¾Ù#@�&I�Ù#JäT ×<K
LMë&ãÌëNT Ø !"#$ uO³
´P(QÉÐ& Rpc !%&' uS
!%&(u+('(-ÉÐ�@!TU
VU& �WXabm#Z["Y��
¥¦Z[-Z[&\��¥¦Z[W

�]L^o�@Tkl^o�_#_
`&¨Þ� ¡¢ca¡¢Ù#-m
#./�@_#Ökb^o�ªc;
d&¨.©ª«¡cÞ� ¡¢-m
#./�@³´ªc&����e¨
Þfg¡¢hi¥¦Ök]^o�¥
«jk&¨Þ� ¡¢\lªcmn
-./ek.¢jkopTq5¡r
Ü«-sü&÷tS��¥¦Z[4
(uvw,x�m�T ��y¥¦.
/z )%% {& XYX|01z *""
}T

�~���Z[��& �c�
�\��-���.©Æ ÉÐ�-
"��"|¾È��& �¯m#£
¤cfg��.�Ê�r�+6°
±ª«²cR�����@��&
q5��¥¦Z[& 'm#�L�
�£¤cÞ_��-NOPQ�S
�$�-��& �+<-m#./
Z[O?S����[(& ]'J
nm#�NÇ���|¾& Ù#£
¤N¼æ�DN¼��8?I�&
4|��N56-èévI�Sm
#JNT !!"" ##$%&#

!"#$%& !'#$()
*+,-./0123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军队更离
不开人民的支持。

1927年9月，在工农革命军发动
秋收起义的同时，湘赣边界的工农群
众，在当地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纷纷
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8月上旬， 湖南日报记者辗转走
访了汨罗、浏阳等地，探访90年前三
湘儿女用血与火的实践，淬炼出的湖
湘革命精神。

竹轿藏枪，农民自卫军
积极策应秋收起义

8月的午后，太阳炙烤着汨罗市
白水镇。京广线上南来北往的列车鸣
着笛声呼啸而过，将小小的越江车站
远远抛在身后。

“90年前，袁福清他们就是从这
里出发，开赴长沙策应秋收起义。”指
着已经废弃的越江车站候车室，汨罗
市白水镇政府办主任王亮告诉记者。

王亮口中的袁福清，是时任长沙
总工会组织部长。泥木工人出身的他
一直在长沙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为了
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悄悄回到
白水老家， 秘密组织农民自卫军，开
展农民运动。

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几十杆
枪。“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长沙，要运
送这么多枪出城， 不仅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汨罗市委史志办公
室原主任周辉奇介绍，袁福清和共
产党员杨福涛等人将藏在鲁班庙
夹墙中的枪挖出来， 拆下枪托，把
竹轿的轿杠打通， 将枪藏进去。就
这样，几十支步枪越过了敌人的重
重哨卡，安全抵达湘阴白水（今汨
罗市白水镇）， 成为农民自卫军不
可多得的“宝贝”武装。

9月13日，袁福清接到中共湖南
省委的命令，要他在工农革命军进攻
长沙的同时带领农民自卫军于9月
15日赶到长沙。

在汨罗市史志办公室， 我们翻

阅到了这样一段史料：“他（袁福清）
连夜召集农民自卫军， 此时在白色
恐怖中死一般静寂的农村又重新沸
腾起来； 四面八方的农民， 打着火
把，扛着梭镖，高举红旗，每人手臂
上系着红带子， 挺胸阔步向区农民
协会涌来。”

这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约摸
有一两千号人，大家在袁福清、杨福
涛等人的带领下， 向50公里外的长
沙进发。15日下午，当农民自卫军行
至长沙城郊的捞刀河时，才接到省委
停止进攻长沙的通知，他们只好掉头
回到白水农村，分散隐蔽起来。

“四面开花”，农民起义
扰得敌人焦头烂额

差不多同一时期， 浏阳的农民
也爆发了起义。 据《中国共产党长
沙历史》（第一卷）记载，1927年9月
14日，浏阳沙市街的农民围剿团防
局武装，并向长沙高桥、学士桥方向
进攻； 另一路起义农民攻入长沙县
春华山地区， 使得长沙县东乡各地
的地主豪绅极度恐慌。与此同时，浏
阳西乡普迹农民数百人举行起义，
攻占了普迹团防局， 捣毁了普迹挨

户团。接着，亦向长沙进军。但由于
长沙地区敌人加强了防范，沙市、普
迹两地暴动队伍在中途遭敌堵截，
队伍被打散。

家住浏阳市淮川街道的八旬老
人李泽友曾经从父亲口中听说过这
次“壮举”。“听说毛主席领着部队在
东门市那边打国民党，我爸爸也操起
土铳跟乡亲们一起从普迹往长沙方
向冲。沿途的老百姓还把自家仅有的
一点大米熬成稀粥给他们吃，大家伙
儿都支持共产党咧！” 老人回忆说，
“不过到底是寡不敌众， 我爸爸他们
最后没打得进长沙城。”

除了汨罗和浏阳，一拨拨农民起
义在长沙城周边“四面开花”，让敌人
为之焦头烂额。

宁乡成立支援秋收起义行动委
员会， 数千名工农自卫军迅速行动，
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醴陵农民在
县委领导下，四乡同时暴动，捕杀土
豪劣绅，围攻团防武装；株洲农民攻
打团防局，占领火车站；共产党员滕
代远发动长沙城郊农民暴动， 河东、
河西农民共捣毁团防局7处，缴获80
余支枪；一部分工农群众在长沙附近
进行破路活动，一度切断长沙至岳阳
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 平江农民进

城，杀死杂税局长、警察所长和土豪
劣绅6人而归……

然而，由于各地的起义行动普遍
仓促，队伍又未经训练，经不起敌人
的反扑，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

精神不朽，三湘儿女在
血火淬炼中书写英雄本色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
却在三湘大地迅疾燎原。三湘儿女在
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
的抗争书写湖湘人民的英雄本色。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中， 湖南有40多万人参加红军和
工农地方武装。为开辟和保卫革命根
据地， 湘鄂西苏区实行全民皆兵，地
方脱产的游击队发展到1万人，不脱
产的群众武装数以十万计，其中少先
队就有10万人以上。 父送子、 妻送
郎、 兄弟争相当红军的感人情景，在
苏区处处可见。李泽友老人的父亲在
参加农民起义后也加入了游击队，积
极投身革命事业。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90年过去
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血火淬炼
的革命精神， 锻造出了湖湘文化之
魂，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

“90年前，我们感谢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军队， 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走
出迷茫；90年后，我们坚信，中国共
产党人必将引领中华民族梦想航船，
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李泽友老人的激昂之辞，道出了
湖湘儿女的共同期盼。

■史料链接
在工农革命军发动秋收起义向

长沙进攻的同时，根据湖南省委的统
一部署 ，长沙 、醴陵 、株洲 、平江 、浏
阳、湘阴、桂东、澧县、华容等地的工
农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也纷
纷举行起义，积极策应工农革命军的
行动或直接参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
殊，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和奸细，起义
武装接连遭受重大损失，农民暴动大
部溃散。
（相关史料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名片：
周晓枫，1982年出生，湖南艺术

职业学院副教授，国家二级指挥，湖
南省爱乐乐团首席指挥， 湖南省首
批“三百工程”文艺人才。
� � � �故事：

伴随指挥棒利落的划下，时而婉
转、时而磅礴的音符从各式各样的乐
器里迸发出来， 飘进听众的耳朵里，
听者时而陶醉，时而亢奋……演出结
束，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前不久，
由湖南青年指挥家周晓枫指挥，湖南
省爱乐乐团演奏，一场具有史诗品格
的“潇湘军旗红暨秋收起义音乐会”
在长沙音乐厅上演，听众好评如潮。

8月7日下午，记者在湖南省音
乐厅的排练场见到了周晓枫， 他白
净的脸上带着一副黑框眼镜， 显得
文质彬彬。“担任指挥我可是半路出
家。”周晓枫笑着说。

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
周晓枫，2006年进入湖南艺术职业学
院任教，没多久就接下了学校乐团的
指挥棒。一次精彩的演出，他被湖南
省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肖鸣相中，收做
学生，并担任交响乐团助理指挥。

专业乐团的指挥， 常常让周晓
枫力不从心， 在排练中经常出现因
指挥不当导致演奏中断的状况。但
屡屡受挫的他，选择了坚持。

周晓枫开始潜下心来“琢磨”指
挥的技巧和节奏， 每天除了学习指

挥知识外，就是不停的练习姿势，吃
饭时拿筷子比划， 抽烟时拿打火机
比划，跟人聊天时，用脚打拍子，跟
乐手交流时， 甚至拿着别人的乐器
比划。一次骑单车，突然脑中出现一
段旋律，他竟然忘了骑车，手舞足蹈
起来，最后连人带车掉进了沟里。

大家都说周晓枫疯了， 而肖鸣
却觉得周晓枫“上道”了。一年后，
“脱胎换骨”的周晓枫站在交响乐团
指挥台上， 指挥了一场又一场成功
的演出。与此同时，他指挥的湖南艺
术职业学院合唱团获得了CCTV青
歌赛湖南赛区金奖。

周晓枫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
绩。2011年， 周晓枫拜在上海音乐
学院指挥系教授曹鹏门下。 学成归
来，一次意外的“救场”让周晓枫成
为了湖南省爱乐乐团的指挥。

有了乐团的周晓枫感觉自己就
像拥有军队的将军， 只是这支“军
队”初出茅庐，鲜有名气；经费紧张，
一场排练费仅发5元的补贴，排练场
所简陋； 乐手多是兼职和刚毕业的
大学毕业生，且人数少，流动性大。
但周晓枫暗下决心， 要把它打造成
一支标准化的一流乐团。

“指挥棒划下的那刻，就要对整
场音乐会负责；担任乐团指挥，也要
对乐团负责。”周晓枫开始到处“化
缘”。他甚至打起了自己单位的“主
意”，建议学院聘请乐团成员为终身
制的外聘老师， 解决乐团里大学毕
业生的生活之忧。

为了留住人才， 周晓枫煞费苦
心。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位大提琴手
要去武汉发展，他连夜赶到武汉，深
夜与其促膝深谈， 将这名大提琴手
成功“截留”。

在周晓枫的苦心经营下， 乐团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人员越来越稳
定，演奏水平也越来越高。现在的爱
乐乐团正常演出能达到70人左右，
逐步进入了良性循环， 乐团还得到
了省委宣传部和湖南文化艺术基金
会的关注，去年被邀请参与的“雅韵
三湘”数十场演出，好评不断。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张玲

8月10日中午12时，一列列车携
热浪驶入永州火车站，股道内温度高
达56摄氏度。

周莲东等4名上水员提起长长
的黑胶管，快速来到列车各节车厢的
注水口， 动作麻利地插管、 拧阀、给
水。不一会儿，大家已汗流浃背。

永州火车站上水班负责人张爱
军向记者介绍：“列车空调散热，注水
口周围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以上。
为避免被烫伤，上水员工作时都要穿
上长衣长裤，戴安全帽、手套，把自己
裹得严严实实。这些天，列车上用水
量大， 靠站列车的水箱大多是空的。
上水员的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不少。”

周莲东今年58岁。 因为给列车

上水处于露天的工作环境， 夏天酷
暑难当，冬天则寒风凛冽。加上长年
弯腰上水 , 周莲东落下了严重的腰
椎病等职业病。记者看到，周莲东上
水时不时捶着腰， 缓解紧张工作带
来的疼痛。

周莲东的徒弟王海云对记者说：
“周师傅不但教我们工作技能， 更天
天叮嘱我们，上水是个良心活 ,虽然

上多少水别人看不见。但我们要为乘
客着想，绝不‘缺斤少两’。每次工作
完成后，他都要认真检查一遍。”

记者不禁问周莲东：“您都快
退休了，身体又不好，怎么不申请
换岗呢？” 周莲东想都没想， 笑着
说：“要是都这么想， 谁来干这个，
旅客喝什么？我们虽然辛苦，挺一
挺就过去了。再说了，我要站好‘最
后一班岗’。”不等话音落下，又一
列列车进站，周莲东再次提起了长
长的黑胶管。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曹莎）8月9日， 永兴县
洋塘乡景星村由乡党员干部、扶贫工
作队、 群众组成的“抗旱服务小分
队”，在田间地头忙着疏渠调水。该村
烤烟种植大户王生田激动地说：“多
亏了抗旱服务小分队帮忙，我的130
多亩烟田有保障了。”

自今年7月份以来， 永兴县持续
高温少雨天气，导致大部分地区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旱情。 据气象部门预
计， 该县降水偏少的情况将持续，极
有可能出现夏秋连旱。为全面做好抗
旱救灾工作，该县提前调度，科学管
水，充分运用东风管理所、石壁垅水
库管理所、黄口堰水库管理所灌区三
大骨干灌区作用， 加大了放水流量，
累计放水抗旱35天， 放水总流量
1500多万立方米，让灌区的柏林、樟
树、金龟、黄泥、鲤鱼塘等5个乡镇8万

多亩的农田得到了有效灌溉。
该县还及时组织人力、 设备、资

金投入防旱抗旱，保障旱区群众生活
生产用水安全，提前动员各级抗旱服
务组织到岗到位， 开展抗旱应急服
务，帮助群众送水，加强水库、山塘、
渠道等工程设施的维修维护，提高抗
旱能力。截至目前，该县共为农户提
供水泵20台、多卷管带、电线等抗旱
物资，有效缓解了农民的抗旱之急。

策应秋收起义，
三湘儿女血火淬炼革命精神

� � � � 8月8日，京广线上奔驰的列车从汨罗市白水镇废弃的越江车站前驶过。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摄

指挥棒划下那刻，
便是责任的开始

高温下站好“最后一班岗”

永兴8万多亩农田“解渴”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湘龙

“谢谢你们关心，这么热的天，
难为你们了。”8月9日中午， 在怀化
市红十字医院， 面对又一批前来看
望的热心市民，年已古稀的“香蕉爷
爷”彭福令抹着泪，激动地说。

彭福令今年74岁，山西平遥人，
20多年前带着患有脑血栓的儿子
来到怀化。彭福令左眼失明，来怀化
后靠在街头售卖香蕉维持生计。多
年来，老人的善良、坚韧和为人父的
责任担当，深深打动着市民，大家亲
切地称他为“香蕉爷爷”。见老人年
纪大又有残疾， 一些好心市民辗转
几站路，专程来照顾老人的生意，有
的还帮老人组织爱心义卖。

今年8月1日晚7时， 怀化义工沙
子、幽幽等在走访“香蕉爷爷”彭福令
时，得知其儿子病情突然加重，正在
当地医院治疗，而巨额医疗费用让老
人一筹莫展。沙子等义工在陪伴老人
的同时，于8月2日凌晨将老人的情况
发至微信朋友圈，并发起“香蕉老人

爱心接力紧急行动”轻松筹。
得知“香蕉爷爷”的情况，怀化

市鹤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来到医院
探望，并把3000元慈善救助金送到
老人手里。

在怀化做工程的四川籍王先生
汇来1万元，富美律师事务所也汇来
1万元。市民蒋小青捐1000元，王桂
枝捐500元……

“献上一份心意，因为敬佩‘香
蕉爷爷’这种父亲的大爱，希望能帮
他一把。”网友“矿泉水”留言说。

“看见这么多人关心‘香蕉爷爷’，
真开心。”怀化义工幽幽激动地说。从8
月1日以来， 幽幽每天只睡四五个小
时，一边忙着安排“香蕉爷爷”的生活，
一边忙着回复爱心人士的问候。

怀化义工联合会会长王鸿福告
诉记者，截至8月2日14时，怀化义
工已筹到爱心款13万元。

目前，“香蕉爷爷” 的儿子已转
院至怀化市红十字医院治疗。 医院
特别给父子俩安排了一间病房，并
组织了专家会诊。

“香蕉爷爷”儿子重病 怀化市民爱心接力

� � � �周晓枫 漫画/张杨

一线送清凉
8月10日，长沙地铁3号线灵

官渡站，党员干部为高温下坚持
工作的一线工人送上解暑物资。
最近，湖南省总工会开展“送清
凉”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分成8个
组，走访慰问高温酷暑下工作的
劳动者。 傅聪 摄

战高温 抗干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