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周琪）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友志率队来到我省“十二五” 重点工程
和标志性文化产业工程———湖南省博物馆
改扩建工程和新湖南大厦建设工程现场，
就我省文化产业工程项目建设情况进行
调研。

李友志首先来到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
工程施工现场，了解工程建设相关情况。 目

前，该工程项目总体进展顺利，拟于本月完
成主要建设任务。 李友志说，省博物馆改扩
建工程是文化强省的重要工程，要确保工程
质量和安全，加快工程建设进度，高标准做
好陈列布展等相关事宜，确保如期、保质、保
量建成开馆，以崭新的姿态、科学的布局、丰
富的内容展现在湖南人民的眼前。

在新湖南大厦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李友志
实地考察了项目进展情况，并听取相关情况汇

报。 该项目系在湖南日报社办公大楼原址重
建， 由文化事业大楼和文化产业大楼组成，投
入使用后将集新闻传媒、文化创意及商务金融
为一体。 目前，该项目工程建设已进入扫尾验
收阶段，装修及招商工作正全面开展。 李友志
指出，新湖南大厦是湖南文化产业的标志性工
程，要切实保障工程质量，并遵循市场经济规
律做好招商工作，为我省文化产业建设增光添
彩。 他同时强调，湖南日报作为党报，一定要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
一， 既坚定宣传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又深入基层，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推进
党报事业发展。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今
天下午， 全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在长沙召开。 副省长、 省打击走私综合治
理领导小组组长何报翔出席并讲话。

据介绍， 2016年以来省打私办深入
开展综合治理， 有效遏制走私高发势头，
规范进出口贸易秩序、 切实维护国家安
全，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成绩显著， 总
体形势可控。 海关查获走私犯罪案件41

起， 案值1.74亿元； 省食药监局查获问
题冻品197吨；省国税局查处“衡阳新粤骗
取出口退税案”等。“国门利剑”、打击“洋
垃圾”等几个专项行动，办理了一批大案
要案。

何报翔对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并指出， 我省仍处
于中部地区走私货物的重点集散地、 消费
地、 中转地， 打击走私仍存在压力和挑战。

他强调， 要坚持齐抓共管， 切实加强治理，
守好国门。 一是加强专项治理， 按照“国
门利剑2017” 联合专项行动部署要求， 在
“洋垃圾”、 农产品和枪毒三个方面重拳出
击。 二是加强综合治理， 建立“政府统一
领导， 部门各负其责， 群众积极参与” 的
工作机制， 各相关单位和部门之间联防联
动，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三是加强
源头治理， 坚持打防结合， 标本兼治， 着
力在“堵邪门” “开正门” 上下功夫。 四
是坚持依法治理， 全国 《反走私工作条例》
正在征求意见， 各项工作要以此为依据，
做到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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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廖声田

初秋的刘家坪安详静谧，我们沿着贺龙南
昌起义后回家乡拉队伍干革命的足迹行走，走
出9公里后， 来到桑植起义的起点洪家关贺龙
故居。

玉泉河在故居门前汇聚鱼鳞溪和天龙
溪，川流不息。 永安廊桥（今贺龙桥）一头连
着家，一头是通向革命的大路。 89年前，贺龙
家里只有槽门、石水缸没被国民党军队的大
火烧掉，在家门口的前坪，3000多勇士聚首，
开拔桑植县城，打响了桑植起义的枪声。

“忽闻各处人喧闹 ，胡子
果然转故乡”

“辣子当盐，苞谷壳当棉，吹吹拍拍吃个
红薯算过年”。这条民谚，形象反映了在国民
党反动当局的残酷剥削下，老百姓的生活惨
状。找穷苦人，为穷苦人撑腰，中央指示湖南
省委派陈协平去湘鄂边。

中共湘西特委建立后，陈协平联合谷佑
箴、贺英、贺联元、贺炳南发动农民起义，于
1927年12月14日攻占桑植县城。由于国民党
军反扑，起义武装撤离县城。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潮汕地区失利
后，贺龙向中央提出回湘西开展武装斗争的
请求。 贺龙的回忆录记载：1928年初到达监
利，会合了被党中央派到长江两岸活动的贺
锦斋， 又通过石首中心县委集合了在石首、
华容的吴仙洲，以及洪湖的邓赤中、彭国才
三支农民武装队伍，并在当地开展了革命斗
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8年2月29日，冒着被反动派全国通
缉，地方反动团‘清乡’杀头的危险，贺龙、周
逸群等人回到了洪家关。 ”原桑植县党史办
副主任曹开胜介绍说。

听说贺龙回来了， 家乡父老欢呼雀跃。
有“马上将军、马下诗人”称谓的贺锦斋喜不
自禁，赋诗“大地乌云掩太阳，一朝消散又重
光。 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果然转故乡。 ”

贺龙到达洪家关，立即进行武装起义筹备
工作。 原桑植县党史办助理调研员谷志望说：

“贺龙集合了南昌起义失散后的部队， 大姐贺
英、胞妹贺满姑的农民武装、湘西北特委散入
桑植的队伍以及北伐前的旧部共3000多
人。 ”

1928年4月2日， 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向
县城进发。 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攻克县城，
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插上城头。

对敌斗争坚决 ， 三起三落
志不摧

解放前的桑植县城很小，“一根烟没抽
完就到头了”。 桑植县残联院子里，桑植起义
前的县委驻地还在，苏维埃政府旧楼依然屹
立在老县政府一隅。 走在桑植县城东正街，
我们找寻80多年前那一幕幕的印迹。

桑植起义爆发， 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
恐，很快组织兵力向桑植进犯。1928年4月15
日，敌军向桑植县城和洪家关来袭，工农革
命军奋起反抗。

“双溪桥、梨树垭、苦竹坪三战失利，桑
植起义三起三落，革命队伍损失惨重，但仍
然坚持斗争。 ”原桑植县文化局党组书记、文
管所长尚立昆说。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桑植起
义》一书中记载，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桑植县
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红土坪、 白竹坪一带，
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请求指导。 贺龙瞅
准时机与敌作战，取得小埠头葫芦科伏击战
胜利，然后又攻占洪家关。

又经过与敌人的几轮拉锯战，在中央的
指导下， 工农革命武装加强了党的领导，成
立了湘西前敌委员会，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
军第四军（简称湘西红四军）。

洪家关贺龙纪念馆展出的桑植起义部
分收集了部分珍贵史料照片，一张堰垭的全
景照让记者深刻感受到革命队伍经历的磨
难。

“策应石门南乡起义后遭敌重创，参谋
长黄鳌、师长贺锦斋等100余人牺牲，部队缺
吃少穿，有叛逃的、有离队的，全军只剩下
100余人。 ”谷志望说。

当年11月中下旬，湘西前委贯彻党的“六
大”决议，整训队伍，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军，全军仅剩下91人、72支枪。留下的这些骨干
成员，成为了日后革命武装大发展的基础。

南岔 、赤溪河大捷 ，连 通
湘鄂割据区

整编后的红四军进入鹤峰一带活动，
壮大队伍。 12月3日， 湘西前敌委改称为湘

鄂西前敌委员会， 贺龙任书记。
1929年1月7日， 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

建立政权， 形成武装割据。 很快， 党的
“六大” 决议案由卢冬生从上海带回， 红四
军如获至宝， 贯彻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指
示， 部队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强化。

5月， 红四军再次进攻桑植。 6月12日
再次攻占洪家关， 14日攻破桑植县城， 再
次成立桑植县委和苏维埃政府。 偏居老县
政府的“桑植起义” 旧址正是第二届苏维
埃政府所在地。 年过八旬的尚立昆老人望
着旧址纪念碑， 深情地讲述那一段历史。

途经澧源镇岩垭村， 赤溪河由此汇入
澧水， 河面顿时开阔， 岸上茂林绿意盎然。
就是在此一战， 红四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
派向子云团。 加之早前在南岔小河口、 渡
口全歼来犯桑植县城的向子云团副团长周
寒之部， 红四军的力量开始不断恢复， 红
色政权逐步扩大， 桑植鹤峰的红色政权连
成一片，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开始发展壮大，
桑植起义得胜。

如今， 桑植起义策源地洪家关乡洪家
关村已成著名红色旅游景点。 副乡长熊英
告诉记者， 全乡正在打造“红白绿” 三色
旅游基地， 将红色景点、 白族民俗文化以
及生态绿色乡村游融合， 为元帅故里增添
发展动力。

张淳艺

眼下 ， 省内各大高校陆续开始新生军
训，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成为不少新生面
临的挑战。 然而，在许多网购平台上，一种用
密度板制作的“叠被神器 ”成为抢手货 。 据
称，使用这类“神器”只需60秒钟就能把被子
叠成“豆腐块”。

“棉被虐我千百遍 ，我待棉被如初恋 ”。
军训中叠“豆腐块”被子，对于许多刚进大学
的学子们来说是一种难忘的记忆———为了
让被子见棱见角，有人挖空心思，板子压、筷
子掏……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了个遍，有的人
晚上睡觉不敢盖被子，生怕弄乱了叠好的被
子。 如今，“叠被神器”的出现，似乎让难题迎
刃而解了。

然而，方便是方便了，但同时也失去了
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就好比坐缆车到山顶，
虽然省时省力， 却享受不到徒步攀登的乐
趣，欣赏不到沿途的风景。 同样，借助“叠被
神器”的帮助，看似节省了整理内务的时间，
不用再一次次地练习叠被，却也失去了动手
体验的机会，丢掉了军训锻炼的初心。

首先，作为军训的重要内容，整理内务、
叠“豆腐块”被子，体现规范严谨 、整齐划一
的作风。 这不仅能让大学新生近距离感受军
队文化，更能帮助学生们从最基本的内务做
起，增强动手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
果听任“叠被神器”介入，会让学生失去很多
动手体验的机会。

其次，叠 “豆腐块 ”被子能够提升技巧 、
调整心态。 这个反复练习的过程看似枯燥，
实则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耐心， 磨砺意志，
把以前身上那种懒散、 随意的毛病磨练掉。
有教育专家表示，叠“豆腐块”是自我享受的
一个过程，在乎于形，更在于心。

近年来 ， 一些学生对于军训缺乏正确
认知 ，总是想方设法逃避 ，诸如 “皮肤过
敏 、崴脚 、生理期 、感冒 、胃疼 ”等请假理由
五花八门 ， 有的甚至专门网购病假条请
假 。 事实上 ，无论是叠 “豆腐块 ”，还是站军
姿 、踢正步 ，都是精神和体魄上的训练 ，对
学生的身心成长大有益处 。 与其蒙混过
关 ，应付了事 ，白白虚度军训光阴 ，不如好
好抓住宝贵的机会 ， 全身心投入进去 ，享
受军训的洗礼 。

奠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桑植起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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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链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
“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我党先后领
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1928年4月，在贺龙、周逸群同
志领导下，利用桑植民族地区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人文因素，举行了著名的
桑植起义。 桑植起义是继秋收起义、
湘南起义之后在湘西北爆发的又一
次武装起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
局面。
（相关史料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三湘时评

“叠被神器”丢了军训的初心

�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黄亮斌）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推进黄
标车淘汰工作电视电话会透露，今年全省需
淘汰黄标车10.87万辆。 前8月，全省累计淘
汰黄标车3.4万辆，仅完成年度任务的31%。

据省交警总队统计 ， 前 8月， 14个
市州中， 张家界的黄标车淘汰完成率为
52%， 为全省最快； 娄底、 常德、 岳阳和怀
化的黄标车淘汰完成率均低于20%， 进度
严重滞后。

按要求，2014年年底前， 长株潭三市要
划定限行区域，2015年6月底前，其他市州划
定限行区域。 截至8月底，全省只有长株潭三
市对闯入限行区域的黄标车采取了限制措
施，对闯限行区黄标车进行处罚。

为了加快黄标车淘汰，省环保厅和省

公安厅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黄标
车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 从10月起，每月
5日以前， 各市州政府要将上月黄标车淘
汰进度情况上报省公安厅、 省环保厅，经
两厅审核、汇总后上报省政府，通报市州
政府。 黄标车淘汰工作已列入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和环境治理战役综合督察，年底还
将纳入省政府环境治理战役“夏季攻势”
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未完成任务的市
州给予通报批评，对严重滞后的市州报省
纪委启动问责。

会议要求 ，10月底前， 各级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黄标车要全部
淘汰，11月1日起对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的黄标车不予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标志。

前8月全省累计淘汰黄标车3.4万辆

近七成黄标车淘汰任务尚未完成
10月底前， 各级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的
黄标车要全部淘汰

�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今
天，全省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强调，深化认识、提高站位，从思想上高度重
视，从行动上狠抓落实，坚决打赢黄标车淘
汰攻坚战。

今年全省需淘汰黄标车10.87万辆。 截
至8月底，累计淘汰3.4万辆，剩余7.47万辆。

陈向群强调，黄标车淘汰工作事关环境
安全、交通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
全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重大的民生
工程、重要的环保举措，要深化认识、提高站
位，切实增强使命感。 他要求，各级各部门切
实增强紧迫感，对照中央要求、对照群众期

盼、对照目标任务，着力解决思想认识不统
一、工作进展不平衡、政策执行不彻底、激励
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今年是国务院《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方案》的考核年，淘汰黄标车和
老旧车是其中一项约束性考核指标， 要抓
住重点、有的放矢，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
取得突破。 要从党政机关着手，做好示范引
领；从行业管控着手，形成倒逼机制；从路
面执法着手，严厉查处打击；从政策激励着
手，加快淘汰进度；从监督管理着手，防止
后续问题。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感，
精心组织、加压推进，以责任落实推进工作
落地，以时间倒排推进工作倒逼，确保按期
完成目标任务。

陈向群在全省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坚决打赢黄标车淘汰攻坚战

�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
今天上午， 全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暨2017年度省社科基金
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
省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蔡 振 红 出 席 会 议 并
讲话。

蔡振红强调，当前我省哲学社会科学
的首要任务，是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阐释。 要深入研
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
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更好地武装头
脑、明确方向。 要切实增强理论自信和战
略定力，努力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 要紧扣主题主线做好迎接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的社科理论工作，在会后

推动迅速形成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热潮。

蔡振红强调，省委《关于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施意见》， 鲜明提出
要精心构建“九大重镇”、凝练做强“八大学
科”、重点建设“五支队伍”。 推进“985”建设，
要突出“姓马”“姓共”“姓湘”， 聚焦工作重
点，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基础支撑，加强协同
创新，着力打造“原版”“新版”“湘版”的哲学
社会科学。

蔡振红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提
升湖南新型智库建设水平，营造良好学术环
境，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障。

着力打造“原版”“新版”“湘版”
哲学社会科学
蔡振红出席全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切实保障工程质量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李友志调研文化产业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何报翔就全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提出要求

齐抓共管 守好国门

� � � � 贺龙带领起义
部队在家门口风雨
桥 （今贺龙桥） 前
坪聚集， 过桥后兵
分三路进攻县城。

贺威 摄

� � � � � �荨荨（上接1版）
“要进一步开阔思路，创新推进试点工

作。”李微微说，微建议是一项创新的工作，
需要用创新的思维方式与手段去推动；要广
泛征求意见，完善实施方案；有效对接基层
群众，聚焦群众最强烈最迫切的需求；精准
对接党委、政府，优化办理流程；充分调动委
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李微微说，要进一步加强联动，及时总
结推广。要加强指导，学习借鉴省内外好的
经验和做法；做好试点成果在全省推广的准
备；统筹好微建议、微协商和微监督，精准对
接党委政府的微建设、微服务，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李微微一行还参观了株洲市政协
文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