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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屈新武
江西日报记者 陈斌华

一条龙江河，宛如一条碧绿的腰带，将整座
小镇轻轻地揽在一起。 河的两岸，分布着一座座
古色古香的客家建筑。 其间，身穿红军服的参观
者，往来穿行，为这座宁静的小镇增添了不少活
力与生机。

这里是井冈山市龙市镇。 8月中旬，当我们
走进这里， 首先见到的是红四军建军广场那座
高大伟岸的雕像。 雕像中的毛泽东和朱德，目光
注视前方，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89年前，两位伟人，正是在这里，正是像这
样，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双手。 这一握，标志着
朱德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
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在井冈山。 为了纪念这次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 朱德后来赋诗道：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 ”

徜徉在龙市镇，看着一件件历史文物，听着
一段段真实感人的故事， 触摸着一处处革命遗
迹，90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渐渐清晰。

关键时刻：
移师井冈山保存革命火种

“井冈山会师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
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编研陈列室主任饶道良向我们介绍
说。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
部近800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1月12日，智取
宜章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随即，改编部
队正式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3月中旬，
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太平楼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
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

“两军会师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饶道良
介绍，就在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之时，国内的政
治局势悄然发生了变化。 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
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收编， 使他们可以腾出更
多力量来对付湘南的农民运动。

3月底，由于湘、桂、粤军的三路“协剿”，起
义农军难以在湘南立足。 外有国民党军日益紧
逼，内有地主武装疯狂反扑，起义军腹背受敌。
是拼个鱼死网破，还是尽快转移？

乍暖还寒时节，起义军生死存亡之际，朱德想
到了井冈山， 想到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
队———此前他们曾多次联络。 1927年10月底，起
义军到达信丰时， 朱德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率领秋
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后在江西转战时，朱
德又派毛泽覃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取得联系。

3月下旬，毛泽东率部队在汝城一带击溃了
尾追湘南起义的敌军，4月在酃县的十都万寿宫
与朱德见面。 两人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商
定了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等有关事宜。

在毛泽东率部的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领的
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
移， 工农革命军转危为安， 开始了新的发展阶
段。

胜利会师：革命力量汇成钢铁洪流
龙江书院，一座客家风格的院落，建于1840

年。 这里先是客家子弟的学堂，后为满足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对基层军官的需求， 毛泽东率领的
工农革命军在这里创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
也就是国防大学的前身。

历史的硝烟虽然远去，但会师的欢呼声，仿
佛仍回荡在亭台楼阁之间。

得知朱德起义部队即将到来， 井冈山上的

工农革命军与群众热情高涨， 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

1928年4月中旬，陈毅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
师主力一部和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 接着，
朱德、 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达井
冈山下的宁冈砻市（今龙市镇），分别住在附近
的几个小村子里。 4月下旬，得知朱德已到井冈
山，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砻
市，到龙江书院去见朱德。

在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原馆长胡卫华的带领
下，我们沿着朱德、毛泽东当年见面的足迹，依
次走进大门，穿过院子中间的石桥，来到龙江书
院里。

“他们见面之后，经过道明堂，最终来到了
天星阁举行了一个座谈会。 ”胡卫华指着位于书
院最里面的天星阁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朱德、
毛泽东就部队会师、 主要干部的配备问题进行
了座谈。

经过座谈，两人决定于1928年5月4日，在龙
江河旁的沙堆上， 也就是今天的红四军建军广
场上，举行盛大的会师仪式，两军会师后，合编
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
代表和军委书记。

谈起会师的意义， 胡卫华有些激动。 他认
为，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嚣张气焰， 保存了一大批坚定的红军政治干部
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
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加快了
井冈山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燎原之火：渐渐燃遍全中国
“朱毛会师后，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军事力量，也成为其他起义部队的榜样。 ”
饶道良介绍。“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
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 ” 彭德
怀在赠黄公略的诗中曾这样写道。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不
畏千难万险，转战数千里，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
阻截向井冈山进发，历时近5个月，1928年12月，
终于实现了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师。 这次会师，进

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 使之成为
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 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红军，人民军队初见雏形。

1929年12月，闽西山区天寒地冻，红四军党
的代表聚集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一幢宗祠
内 ， 举行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
会———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
验教训， 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
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 建设成为党领导下
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依靠这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各地的革
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工农武装割据” 的燎
原之火渐渐燃遍全中国。

就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寻找
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 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
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 逐步找到了一条
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赵强

“在互联网行业中， 每1个岗位消
失，会新创造出2.6个新岗位”，“每部署
1个机器人，会创造出3.6个新岗位。 ”这
些年来，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整体而
言，就业人数却在逆势增加，这可以解
释为新业态带来就业的增长。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在
方兴未艾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成为深入
人心的共识与共同行动。 但是，创新往
往是颠覆性的，一旦真正出现在人们的
面前，在科幻变现实的震撼之余，传统
业态受冲击、就业岗位不保的担心也随
之而生。 如果不能及时消除疑虑，厘清
认识， 就很难对创新成果真正接受，甚
至产生对创新的误解与阻碍。 例如，出
租车对网约车的抵触抗拒；再如，时兴
的无人零售也引发了对失业率增加的
担忧。

技术与制度创新， 是经济持续增长
与低失业率并行不悖的基础，比如电商、
快递、网约车等吸纳了很多就业。 新经济
会产生很多新的需求，重构创造新产业
链，激活更多就业领域，促进劳动者能

力升级， 由旧经济转入新经济领域，实
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创造性毁
灭现象在历次产业革命过程中，都一再
展现出来， 激活效应大于消减效应，就
业边界则在不断扩大，无数以前闻所未
闻的职业种类， 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就
业总量远超消失掉的工作岗位。

对于创新实践、创新成果认知上的
障碍， 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体对就业、收
入乃至社会地位等切身利益的担忧。但
各色各样的误区、误解，往往带有杞人
忧天的味道。 9月15日，在全国创业就业
服务展示交流会上，阿里巴巴零售平台
“直接间接创造3300万就业， 并将继续
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的消息，受到了国
务院领导多次肯定。 这不仅让“电商加
剧失业、阿里巴巴是祸首”的误解与谣
言不攻而破，也佐证了新经济对中国经
济与就业增长具有拉动作用。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是决
定湖南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也是希望
所在。 这就需要全省各行各业、方方面
面以积极心态对待创新，善于把握新的
发展机遇，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落
实厚植沃土。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颖

邂逅百年老宅，聆听一段历史。9月
13日上午，记者走进心仪已久的永顺县
塔卧镇， 汽车在一栋古宅门前停了下
来。眼前这栋古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沧桑与历史共存。 这就是雷家老宅，距
今已经113年了。

这座老宅的主人雷成五，是一位开
明乡绅， 民国初年在家乡开办过私塾。
担任永顺县商会会长期间， 首倡新学，
以雷家祠堂为校舍，创办了永顺县第四
区第一国民小学。 老宅出生过名人，自
治州第一个上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李昌
（原名雷骏随）， 就是在这座古宅出生；
老宅来过大人物，1934年12月， 贺龙、
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从枪林弹雨中来到这里
落脚；这座老宅担当过历史重任，在当
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成了湘鄂川黔边
区革命根据地的湖南省委驻地。

塔卧镇， 作为当年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省委所在地， 更是被史学家们誉为
“江南延安”。1935年，奋战在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就是从这里突
围北上，开始长征，走向伟大的胜利！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穿行于塔卧
镇，逡巡于革命旧址其间，不由得感慨
时光飞逝，而革命精神火种又是如此清
晰而生动地呈现于人们眼前。

看今朝，革命薪火相传！ 在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采访时，恰逢塔卧
镇苏区小学的师生们在上革命传统教
育课。 这些年来，该校利用得天独厚的
红色资源教育优势， 结合校园文化建
设， 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培育人，以
革命传统熏陶人，以革命烈士教育人的

办学模式。
“革命传统教育是贴近时代的‘双

富’命题。 ”永顺县委副书记周建武认
为，“双富”就是既可富“脑袋”，又能富
“百姓”。

富“脑袋”，是革命传统教育的根本
目的———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
“钙”。 2016年，永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干部教育学院，打造湘鄂川黔干
部教育高地， 实现红色教育率先破题。
富“百姓”，以红色文化为龙头，集约式、
规模化发展“红色+”系列产业，以塔卧
镇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6余万人， 激发
红色经济活力，增加群众收入，实现脱
贫攻坚率先见效。

要让塔卧的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是
永顺县委、 县政府对塔卧乡亲们的庄重
承诺。近3年来，永顺下大力气，不断完善
塔卧旅游基础设施， 加大对文物古迹遗
存的有效保护力度， 推进特色民居改造
工程，整个“红色塔卧”呈现一派新景象！

逛集市，人群熙熙攘攘！ 当地美食
枞菌、米豆腐、蒿草粑粑，令人大快朵
颐；土家织锦、土家竹艺及红军马灯式
水杯、红军挎包、红军马灯式路灯等特
色产品琳琅满目； 街头的土家摆手舞，
让人耳目一新。红军粮区、红军茶园、红
军果园“一区两园”红色精品农业建设，
促进老区群众致富增收。

游客来来往往，塔卧镇热闹了。 游
客和参观人数由原来每年只几万人次，
快速增加到目前近30万人次。 该镇从
事旅游产业的相关人数有近1万人，为
塔卧镇的红色旅游助推脱贫工作开了
个好头。

老人们悠然坐在自家房前，晒着柔
柔的秋阳。 一边喝茶，一边唱着土家山
歌，感谢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好！

� � �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记者 陈薇）
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于昨天在洋湖湿地
公园正式落成开馆， 迎来了第一批市民
和摄影爱好者。省领导胡衡华、韩永文、何
报翔、欧阳斌、赖明勇参加开馆仪式。

该影像艺术中心占地面积约10
亩，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总投资额达
1.5亿元。 展馆以弘扬影像艺术、提升城
市文化品位为宗旨，不以商业盈利为目
的， 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公益影像艺术

馆， 场馆以近1000米的展线展出各类
影像艺术经典或代表作品。

开馆当天，六大展览同时面向公众
免费开放。 它们分别为：知了青年———
亚洲匠人手作展、德国制造———从19世
纪到今天的德国摄影、“有一种记忆，叫
禄莱” 德国经典禄来相机原型机收藏
展、初见———费利斯比托与最早的北京
影像、“撸起袖子加油干” 影像作品展、
塔森出版社收藏级图书展。

�荨荨（紧接1版）2013年11月，张花和凤大两条高速
公路通车；2015年9月，龙永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自
治州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2700多公里， 是1957年
的23.9倍。

7条高速公路， 在自治州已形成高速交通网
络，州府吉首市成为全国18个高速公路枢纽之一，
全面融入了长沙、重庆、贵阳、桂林4小时经济圈。

如果把7条高速公路比作自治州的“任脉”，那
么一横一纵的两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铁———黔张常
铁路和张吉怀高铁，则犹如自治州的“督脉”。“督
脉”一旦打通，并与“任脉”相连，自治州将迸发出
更大的发展后劲。正在建设中的湘西机场，则会锦
上添花，自治州可形成高速公路、铁路、高铁、航空
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

自治州在全省率先启动“互联网+”行动计划，
积极创建“互联网+”先行先试示范州和“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

建成基础数据网、智能网、程控交换网、虚拟
交换网等通信网络，所有乡镇通宽带，实现县市、
乡镇、交通干道、主要景区4G网络全覆盖，行政村
光纤通达率达92.3%，行政村4G覆盖率达99%。湘
西与世界之间实现了网络的“零距离”。

电子商务催生更多经济新业态，湘西腊肉、泸
溪椪柑、古丈毛尖、保靖黄金茶、凤凰的红心猕猴
桃、永顺猕猴桃、龙山百合、里耶脐橙成为网络销
售和微信销售的“宠儿”。

如今，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自治州土家苗
汉各族群众出行、通讯等方式都已彻底改变，并将
进一步改变，百姓幸福感、认同感空前提高。

城乡建设全州一域、 城乡一体，
“美丽湘西”从愿景变为现实

60年旧貌换新颜，60年山乡耸新城。 自治州
按照山区特点、民族特色、时代特征高度融合的要
求，坚持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四宜”定位，紧紧
围绕打造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总愿景、 总目
标，凝心聚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交出了一份可
圈可点的成绩单。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 州府吉首市城镇扩容提
质，全面提速，吉首东西南北大环线、地下综合管
廊、城区道路提质等工程，全面实施；湘西经开区
路网工程、 自治州文体会展中心等项目， 基本完
成；7个县城新区拓展和老城改造、背街小巷整治，
全面实施；30个中心集镇建设，加速推进。自治州

“两房两棚”“两供两治”有序推进，新实施棚户区
改造2.52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87万户。

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灵魂。 自治州在规划中将
全州一域、城乡一体这一理念固化下来，不仅8个
县(市、区)的城市规划一再修编，还在湘西经开区
编制了“州府新城”规划；150个非城关镇、60个乡、
1491个村庄、18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82个中国传统村落，都有规划；《湘西自治州域
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年）》初步方案也已完
成。

城镇扩容提质步伐加快， 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170平方公里，城镇人口突破100万人，城镇化率
由1957年的7.3%提高到目前的43.1%， 初步形成
了“1个州府核心城市、半小时通勤生态城镇群、1

小时旅游经济圈、7个县城区域节点、30个特色小
镇”的新型城镇体系。

扶贫开发持续发力，人民向往的
美好生活正在到来

“自治州是湖南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省委、省政
府支持力度很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花垣县十
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后，更是给自
治州扶贫开发提供了全新的理念、方式与不竭的动
力。”自治州州长龙晓华深有感触地向记者介绍。

建州初期，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到20世纪80年
代，全州仍有156万群众在温饱线以下，占农业人口
的80%以上。60年来，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改
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认真落实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特别是近年来， 全州上下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和考察自治州时的重要
指示，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以4个集中连片
贫困地区和1100个贫困村为主战场，下足“绣花功
夫”，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推进发展生产、乡村旅游、
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帮扶、医疗救
助、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保障等
精准扶贫“十项工程”，把精准扶贫落实到基本民生
兜底、当家产业发展、资源整合优化配置、脱贫机制
创新、区域统筹发展和项目建设上。2016年，自治州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413元， 比1978年
增长55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813
元，比1997年增长5倍。近5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5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6.14%，自治州进入减
贫人口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增收最快的
时期，已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的聚焦点。

镌刻在武陵山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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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井冈山会师
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史料链接

井冈山会师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

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军 ，到
井冈山地区的宁冈砻市， 与毛泽东领导的
部队胜利会师， 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随后改称红军第四军）。 井冈山会师，大大
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 ，对
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28年12月 ，彭德怀 、滕代远率领在
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800多人，突
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来到井冈山同红四军
会合，实现二次会师。

（相关史料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

三湘时评

创新是创造就业的强大引擎

行进湘西

“红色塔卧”新景象

打造国内最大公益影像艺术空间
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在洋湖湿地公园落成

� � � � 9月16日下午， 长沙洋湖湿地公园， 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开幕式现场。 当
天， 该影像艺术中心正式开馆， 免费向市民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陈天 摄影报道

� � � � 7月27日， 江西省井冈山市龙市镇龙江书院， 这里是毛泽东和朱德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