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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飞檐翘角的马头墙下， 两根四方麻石檐
柱撑起大门。 门框上，“天岳书院”4个鎏金大
字遒劲有力。

平江县天岳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已
有近300年历史，如今它还有另一个名称———
平江起义旧址。 门前广场上， 彭德怀一身戎
装、策马驰骋的青铜塑像，成为这座清代书院
的标志。

彭德怀与这座书院有什么联系？ 这里又
曾发出过怎样的血与火的呐喊？8月中旬，记
者来到天岳书院，聆听历史的回响，追寻过往
的荣光。

原本奉命镇压革命，结果发展
成武装起义

静谧的书院内， 草木葱茏， 人文气息浓
郁。书院有前厅、中厅、后厅三进。前厅两边的
厢房，窗上挂着“士兵宿舍”的提示牌。讲解员
说，当年，这里是彭德怀部队住的地方。

时间回到1928年，平江分外火烈。当年3
月，发生了有20万农军参与的“三月扑城”事
件。6月， 国民党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被派往
平江“灭火”。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一团团长彭
德怀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平江县国民党当局和清乡团疯狂屠杀革
命群众。彭德怀在到达平江的当晚，就召开了
一团党委会议， 讨论如何制止清乡团的烧杀
抢掠，减轻人民的痛苦。一团士兵在奉令搜山

“剿匪”时，总是大张旗鼓，朝天放枪，然后在
偏僻处扔下些子弹、手榴弹。

“国民党派他们来镇压革命，没想到变成
了保护革命，还发展成武装起义。”平江起义
纪念馆管理处副主任李醒狮说。

彭德怀秘密联系共产党员， 在一团建立
党的外围组织———士兵委员会， 团结进步士
兵，壮大革命力量。7月，滕代远以中共湖南省
委特派员的身份到达平江县城， 联络上了彭
德怀。

原本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 然而一封电
报，改变了彭德怀等人的想法。7月19日，彭德
怀收到密电，获悉南华安特委被破坏，黄公略
等人的身份暴露。他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以士兵闹饷的名义发动暴动。

当时， 一团第一营的营部就设在天岳书

院。从书院后厅走进一座中有天井的房子，走
廊的墙上仍能看到一排小孔。讲解员说，起义
时，人多房少，部分士兵就睡在这走廊上，墙
上的小孔是当时士兵为挂枪钉的钉眼。

7月22日中午时分，彭德怀在天岳书院操
场带头将红带子挂在脖子上，拔出手枪，宣布
起义。书院的平静被打破，惊雷般的枪声与呐
喊响了起来。

“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
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

勇士们跨过汨罗江上的浮桥， 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占领平江县城。“只用一个半小
时，就解除了反动军警2000多人的武装，活捉
了县长刘作柱等反动分子200多人，救出了监
狱里上千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李醒狮介
绍。

7月24日，在平江这块热土上，县工农兵
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诞
生了，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国民党很快调集军队围攻红五军。7月29
日，彭德怀果断率军撤出平江县城，挥师江西
修水、铜鼓。

8月底， 红五军遭敌10多个师前堵后追，
部队严重减员，人心浮动。彭德怀挥拳对士兵
说：“我们举旗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
能怕流血牺牲。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
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

平江起义纪念馆内， 展示了一面红五军
使用过的军旗，有一条边被撕成了几块，还破
了一个洞，无声诉说着战事的激烈残酷。

10月间， 红五军党委与湘鄂赣边特委在
修水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
远率主力开向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其余部
队由黄公略带领留在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战
争。

翻过幕阜山等高山峻岭， 跨过锦江等十
几条河流，1928年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
率红五军与毛泽东、 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江
西宁冈胜利会师。 两支部队合二为一， 成为

“星星之火”中最亮的一处。
李醒狮说，平江起义如一声惊雷，是在大

革命失败、 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紧要关
头，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也
是彭德怀加入共产党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
争，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转折点。

红色热土上，“一井三将军、五
里八将军”传佳话

天岳书院大门旁，有一棵梧桐树，平江起
义时彭德怀曾拴过战马。 原树被毁，50多年
前，平江人民怀念彭总，又补植了一棵，如今
已有3层楼高。

“平江人骨子里流淌着革命的血液。”李
醒狮说，平江起义前，平江有人口75万，加入
农会的达30万人，有共产党员1万多人。

在创建新中国的漫漫征途上， 平江有20
万优秀儿女为国捐躯。 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
达2.1万多人， 占全省革命烈士总数的五分之
一。

在血与火的拼杀中， 平江成了闻名全国
的“将军大县”，开国将军多达52位，其中，有
37位是从平江起义的部队中成长起来的（但
未参加平江起义）。

“平江至今流传着‘一井三将军、五里
八将军’的佳话。”李醒狮说，“一井三将军”
说的是龙门镇的张令彬、张平凯、裴周玉3
位开国将军，幼时同饮一井水。1927年9月，
秋收起义爆发，张令彬投身革命。到1928年
8月，听说红军在平江龙门招兵，张平凯将
锄头一丢，拉上裴周玉就走。“五里八将军”
指的是长寿镇5里的距离内出了8位开国将
军。

平江起义旧址和纪念馆， 被授予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数块“国字号”招牌，
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2016年共接待游客
87万人次。 明年， 是平江起义90周年。8月10
日，平江起义纪念馆开始闭馆维修，对陈列进
行提质升级。届时，纪念馆将以全新的面貌出
现在人们面前。

■史料链接

平江起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在平江

领导发动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动 。
起义后，湖南军阀纠集兵力进行围攻，红五军
撤出平江县城，转战湘赣边，开辟了湘鄂赣革
命根据地。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
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进一步
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

（相关史料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

朱永华

8月来，娄底市在党员干部中实行“有
事请找我”责任担当机制，要求乡镇（街道）
班子成员公开联系电话， 确保群众有事可
以找得到人。实施一个月以来，社会反响良
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避免形式主义和
“运动”式的倾向，娄底市出台了保障机制：
县区层面把严督严查贯穿“有事请找我”全
过程。对“有事请找我”过程中打不通电话、
找不到人、办不了事、群众不满意的情况，
对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情况，
特别是对“有利找我、有难找他”的情况，由
监督追责组及时跟进、调查核实。市委书记
李荐国曾亲自以一名普通群众的身份，随
机拨通一位镇长电话进行“暗访”。

切实改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关键就在
于干部作风的转变， 而干部作风的转变在
于切实有效的机制保障。只有这样，才可能
真正做实做细群众工作， 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乡镇街道是直接与群
众联系的一级政府，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生产生活紧密相关， 最直接地代表着党委
政府的形象。群众急难险要之时，如果找不

到身边的干部，问题不能解决，自然会让群
众对干部队伍产生消极负面的情绪， 进而
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害莫大焉。

可贵的是，娄底市的“有事请找我”责
任担当机制还是根治一些干部身上推诿作
风的“杀手锏”。以前，碰到棘手的事情，遇
到难以处置的矛盾，领导干部可以躲，可以
推给“有关部门”或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的干
部。而今，干部公布电话，要求“找得到人”。
推无可推，躲无可躲，确实是动了真格。

公布电话， 与群众面对面其实并没有
那么“可怕”。娄底市对干部的要求是：干部
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
关的事，超出权责范围的事，甚至违背政策
的事，谁也解决不了，就向群众做好解释工
作。事实上，乡镇领导干部电话在媒体公开
以后， 并没有碰到胡搅蛮缠和恶作剧的现
象，也没有提过分要求。干部们深有感触：
我们的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克敌制
胜、 攻坚克难的法宝。 谁拒绝与群众面对
面，拒绝为群众排忧解难，就是自毁前程。
娄底市的做法就有力证明： 让群众找得到
人，说得上话，办得了事，群众就会顺气暖
心。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周建梅 郝亚儒 ）今天，全省森林防火
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李树铭在会上作森林防火知识集中辅导。
副省长隋忠诚在会上提出， 确保国庆节和
党的十九大期间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
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不发生重大涉火负
面舆情， 是当前森林防火工作最根本的政
治要求和最基本的工作目标。

今年夏天， 我省遭遇罕见暴雨洪水灾
害，林区因灾形成大量倒伏树木，一些森林
防火基础设施受到毁损， 林区灾后重建活
动明显增加， 使下半年森林防火面临的形
势更为严峻、任务更加艰巨。

隋忠诚指出，必须遵循预防为主、积极
消灭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落实责
任制为主线，以严格管控野外火源为重点，
强化应急演练，强调科学扑救，做好监测预
报预警，抓严抓实、落小落细各项森林防火
措施。

隋忠诚要求，各地一定要紧急行动起
来，以铁的纪律、铁的担当、铁的措施，确
保人员培训到位，物资保障到位，责任落
实到位， 预防措施到位。 要全面压实责
任，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门
分工责任制、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做好专
项预案，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9月7日晚，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巡视
办、 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5集电视专题片
《巡视利剑》开始首播，引发关注热潮。大家纷
纷表示，要用好巡视这把“利剑”，焕发全新活
力和巨大威力，让反腐“成绩单”更亮，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
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 ……一个个因巡视
发现问题线索被查处的官员现身说法， 令人
警醒，而巡视背后的故事，赢来众多点赞。大
家谈到， 作为新时期党中央加强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举措， 巡视利剑让腐败官员闻风丧
胆、大快人心。

作为我省巡视工作的参与者、 实践者，省
委巡视机构全体干部通过各种方式认真收看
了电视专题片。省委巡视办正处级巡视专员刘
辉奇观看后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巡视工作充分彰
显了国之利器、 党之利器的巨大威力。“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这八个字，是十八大以来巡视工
作方针的重大变化， 意味着巡视工作定位、目
标、任务等越来越聚焦、越来越明确。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湖南紧跟
中央步伐，巡视工作全面推进。”刘辉奇介绍，

在十届省委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 十一
届省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新修改的《巡视工
作条例》精神，把巡视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不断发扬光大、向纵深推进。

数据显示，在第一轮巡视中，十一届省委
巡视了省发改委等30家省直单位， 发现问题
539个，向纪检机关移送问题线索106件；对2
家省属企业探索开展了“机动式”巡视，2家企
业原主要负责人接受组织审查， 实现首战告
捷。 目前， 十一届省委第二轮巡视正全面开
展。

“要把巡察利剑直插到基层。”株洲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赖馨正看完专题片后说， 巡视巡察是党内
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是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的重大举措。

9月4日， 王岐山同志在株洲看望市委巡
察干部时，要求“要把巡察利剑悬起来，认真
发现问题”，教诲音犹在耳。赖馨正表示，株洲
市各级巡察组织和巡察干部将瞪大眼睛，竖
起耳朵，聚焦再聚焦，突出扶贫攻坚这个重点
领域，发现和惩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并锻
造巡察铁军，确保巡察这把利剑新发于硎、凛
然生威。

不少党员干部谈到， 巡视利剑力量之所
在，不光在于其查处的贪污腐败现象，更在于

其背后的威慑力， 使大家心存敬畏、 谨慎用
权，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7日晚，在家带着两个孩子的长沙县人社
局办公室主任李佳龙， 准时打开电视收看了
专题片第一集，顿时从内心里感受到“强烈的
震撼”。

“一个个曾经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党的
高级领导干部， 在巡视利剑出鞘的锋芒中原
形毕露，有的悔了，有的哭了，有的白头了。但
世上没后悔药，早知今日苦果，何必当初任性
呢？”李佳龙十分感慨。

在平江， 县委巡察办当晚组织大家一同
观看了专题片首播。“十八大以来，‘老虎’‘苍
蝇’原形毕露、无处遁形，巡视发挥出令人瞩
目的利剑作用， 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杀手
锏’。”该县县委巡察办主任余振之告诉记者，
2016年5月以来，借鉴中央、省委巡视工作经
验，平江三轮巡察发现问题126个，移交上报
重要问题线索72件，已立案18件，纪律处分或
组织处理25人，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权力来自人民， 必然要接受人民的监
督。”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党工委书记肖
司昊说， 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
结合的有效方式， 基层党员干部既要接受党
内的监督，也要时刻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这
才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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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江起义，革命低谷起惊雷

三湘时评

担当责任就要让群众找得到人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刘青霞）9月7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
机关刊物《人民之友》办刊工作座谈会在长
沙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韩
永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永文指出，《人民之友》 作为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刊物、时政新闻期刊，是我省宣
传人大制度实践和民主法治建设的主阵
地，要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要
坚持党管媒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增
强人大新闻舆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
及时性、有效性。要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 大力宣传

张德江委员长“三个坚定不移” 的重要指
示， 全面展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南的
生动实践。

韩永文强调，面对新形势，《人民之友》
要与时俱进，坚守质量。要加强改革创新，
加强刊物策划，坚持开门办刊，发挥专业优
势，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在深度、高度、广
度上做文章，让刊物更富知识性、专业性和
可读性。要以迎接明年创刊30周年为新起
点，进一步提高权威性、导向性和公信力，
让《人民之友》成为立足三湘、走向全国的
期刊，真正成为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和广
大读者的良师益友。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参加会议。

旗帜鲜明讲政治
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韩永文出席《人民之友》办刊工作座谈会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下
午，全省迎接党的十九大安全稳定工作视频
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
记黄关春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光荣主
持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出席。

黄关春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特别
是政法维稳信访战线，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和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达哲的批示，正确认识和把握
维护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
新挑战，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
识”，增强政治警觉性、政治鉴别力和政治
责任感，迅速行动，进入“迎接十九大，全力
保平安”40天倒计时， 忠实履职、 不辱使

命，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我省迎接
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这场硬仗， 确保不发
生政治安全事件、 暴力恐怖事件和个人极
端事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到省进京
上访事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黄关春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
线思维，注重关口前移，抓实源头防范，全
面排查化解， 完善风险治理体系和防控应
急预案，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吸
附在当地。要深入做好信访工作，切实维护
信访人合法权益和正常信访秩序。 狠抓各
项公共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 全力维护公
共安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谁主
管、谁负责”原则，各方面守土尽责、形成合
力，确保工作落实见效。

全省迎接党的十九大安全稳定
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黄关春强调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周承志）今天，在第33个教师节来临
之际，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友志在长沙
市走访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李友志先后来到湖南省特教中等专
业学校、长沙市雅礼中学和枫树山小学，考
察了这些学校的生态环境、 硬件设施及教
育模式，为一线教职员工送上节日祝福。

湖南省特教中等专业学校是全国在校
残疾学生人数最多的中职学校，该校通过开
办电子商务、服装、中医康复保健等专业，帮

助学生自立自强，办学30年，培养了5000多
名有一技之长的残疾毕业生。 李友志说，特
教担负着培养教育好残疾学子的责任，老师
们为此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心血，向学校全
体老师和教职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

李友志表示， 国家的强盛需要高素质
人才，需要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人民教师是
神圣光荣的职业，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
希望广大教师通过深化教育改革、 提升师
德水准、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学生德智美体
全面发展。

李友志在长沙走访慰问一线教师时要求
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高素质人才

我省召开森林防火电视电话会
李树铭隋忠诚出席

用好“利剑”，让反腐“成绩单”更亮
———我省社会各界热议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上）

8月17日，平江
起义旧址———天岳
书院。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