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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这里有好几个院士工作站，以后我

们公司要做大、做强肯定要用这些资源，因为在
各个领域这里都有顶尖的专家进行指导。”段志
轩接着说。

“你可能不相信，园区还免去了我们3年的
租金。像我们这种初创公司，起步期资金压力是
很大的。可到了株洲高新区，我们感觉到压力比
想象的小多了，还可以领项目补贴，得到扶持资
金，真是不错。”李英杰急急地接过话题。

创新发展，人才是关键。
去年12月，株洲高新区修改制定了《关于鼓

励引进培育“中国动力谷双创人才” 的实施意
见》等配套政策，确定未来将每年拿出5000万
元的人才专项资金， 重点引进和培育重点产业
领域的创新创业人才。对“双创人才”还提供购
房补贴、生活补贴，对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或参
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互动提供资助。

创一流营商环境
今年1月，株洲高新区投资8000万元，建成

了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的全省第一家高标准专

家公寓。
“公寓共有6种户型124套房间，里面生活设备

一应俱全。我们还聘请了专业团队提供保姆式、家
庭式服务，为符合”双创“人才政策条件的专家、专
家配偶及其子女免费提供。”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不仅如此，在去年底，株洲高新区自主创新
园的食堂、文体中心、动力谷科技图书馆、无人
售贩超市、青年公寓、“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多个
硬件配套服务也投入使用。

“现在，这些配套服务项目投入使用后，园
区就再也不是原来呆板、单调的场所了。”创新
园新动力众创空间运营管理人员小李说， 现在
工作结束后，可以到科技图书馆看书，到湖边散
步、晒晒太阳，到文体中心打打球，还可约上好
友一起喝咖啡，好舒心的。

“一直以来，株洲高新区始终致力于营造良
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打造‘全省最佳营商环
境’。” 高新区一名负责人说，“现在，117家高新
技术企业汇聚我们这里，有10位院士在这里设
立工作点，还有15个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科研成
果转化基地，吸引他们的是什么？答案就是比肩
一线城市的生产、生活、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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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部热映电影《无问
西东》 四代人的四个故事让天
寒地冻中的长沙人热血沸腾 。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句清
华大学校歌中的歌词再次被唱
响。 电影中西南联大的青春故
事与炮火相伴，格外动人。 此文
通过大量的史料， 再现西南联
合大学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在
岳麓山下的烽火岁月， 为大家
开启那段值得铭记 、 “无问西
东”的湖大记忆。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延长半径，扩大党的“朋友圈”
【镜头】
2017年6月26日，由省委统战部、团省委

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共享青春， 创想湖南”
2017年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计
划启动，台湾东海大学学生萧家闳等84名港
澳台大学生， 在30位实习伙伴的陪同下，走
进湖南21家企业进行实习交流。

此次暑期实习计划岗位覆盖智能制造、
互联网+、媒体传播等多行业多领域 。在长
沙银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结束后， 萧家闳
说：“这次实习让我走出了台湾，体验了不同
的生活，还交了很多湖南朋友。”

【足迹】
一年来，全省统战系统努力延长工作半

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最
广泛的统一战线，扩大党的“朋友圈”。

深入推进多党合作事业，全力协调有关方
面为参政党更好履行职能创造良好环境。推动
出台并落实省委政党协商年度计划，全年开展
政党协商活动38次。协助省委省政府就事关湖
南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广泛征求党外人士意
见，就党风廉政建设、法检、财政等工作通报协
商。

以港澳台海外青年一代为重点，在密切
的联络互动和深入的交流合作中争取人心、
凝聚力量。协调推动11个市州成立香港联谊
会，组织开展“聚力新海联，建设新湖南”、海
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海外华裔青
少年湖南夏令营等交流活动，引导海外侨胞
积极响应和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促进
了一批境外资金、人才聚集湖南。

找准定位， 汇聚服务大局
磅礴力量

【镜头】
2018年1月11日下午 ，2017年各民主党

派省委、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调
研成果专题汇报会在长沙举行。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发言，围绕推进农业标准化建
设、培育新兴优势产业链、加快发展科技服
务业、推进产业扶贫和金融扶贫、建设开放
强省、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加快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等重大调研课题， 陈述调研成
果，提出意见、建议。

【足迹】
� � � �参政议政、脱贫攻坚、创新开放、社会和
谐……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铺排到哪里，统战
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统一战线作用就发挥到
哪里。

支持引导各民主党派省委、 省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和统一战线组织等就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提交调研报告
160余件，提出意见建议300多条，一批意见
建议得到有关方面采纳落实。

“万企帮万村”精准推进，4574家民营企
业结对帮扶5054个贫困村， 带动贫困人口60
万人；“一家一”项目募资7834.4万元、完成助
学19533人。 协助实施“泛海助学行动”，计划
4年内资助新考上三本以上院校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子女4万人， 已落实5210万元资金，资
助10420名学生。 海联公益扶贫行动筹资1.4
亿元， 拟实施教育助学、 医疗援助等项目63
个。整体帮扶安化、通道等扶贫重点县，促成一
批非公企业投资扶贫产业近30亿元。

参与引进湘商回归投资项目700多个，
承办湘商大会，合同投资1798亿元。推动省
工商联与73家境外商会组织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促成三一重工、楚天科技、爱尔眼科、
蓝思科技等一批湘企拓展海外市场。举办或
承办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海归发展
论坛等活动，进一步激发统一战线创新创造

创业活力。广泛开展“四同创建”，新授牌省
级示范点33个。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集中
开展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大排查大整治。

创新机制， 夯实统战事业
组织基础

【镜头】
2017年以来，岳阳市构建“大统战”工作

格局，全面推行“1+4”工作模式和“四统一”
工作机制。县级党委统战部和民宗、台办、工
商联、侨联等机构合署办公，归口管理，有效
解决过去县级统战部门“单打独斗”“各自为
政”的局面，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
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县级大统战工作
格局。统战干部活力得到极大激发，纷纷表
示“统战工作越干越有味，越干越有为”。

【足迹】
“打铁必须自身硬”，一年来，全省统战

系统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为统一战线事业持
续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组织保障。

协助各民主党派、指导工商联圆满完成
省级组织换届。 领导班子建设得到加强，队
伍结构更加优化，政治交接有序推进。

召开全省构建县级大统战工作格局座谈
会，支持岳阳、益阳、邵阳、怀化等地因地制宜
探索推进构建县级大统战工作格局改革，已有
70余个县市区实行党委统战部与统战系统单
位“1+N”合署办公或集中办公。

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强化。对省市县
统战部领导班子成员、省市统战部机关干部
进行全覆盖轮训，集中培训本科院校、科研
院所及省属国有企业党委副书记、 统战部
长，选派一批统战干部上下交流或到信访等
部门挂职锻炼。积极推动统战干部的交流使
用，一批优秀统战干部得到提拔使用。

画好新时代最大同心圆

“无问西东”的湖大记忆

� � � �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
10日被日机炸毁）。

临大学生曾借读之湖南大学第二院。

� � � � 2017年7月12日，株洲高新区“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徐洋 摄

株洲高新区再聚“新”动能

张泽麟

1937年7月7日当天， 湖南大学刚刚获
批改为民国第十五所国立大学。 当晚，卢沟
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9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
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为后来创造中国教育史
上奇迹的西联联大的前身， 湖南大学校长
皮宗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 参与
临大筹备； 湖大还接收了来自战区的流亡
学生和遭驱回国的留日学生共300余人借
读， 用立德树人的事业赓续了中华文化的
血脉。

长沙临大正式上课日为
西南联大校庆日

经过紧张筹备，长沙临大于11月1日正
式上课。 这一天， 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
日。 长沙临大共设有文、理、工、法商等四个
学院，其中理学院和工学院二、三年级学生
大都在湖大借读。

临时大学为何选址长沙？当时
在临大就读的张起钧曾回忆：“北
方时局日紧，清华早有戒心，新购
的图书、仪器等物，就决定不运北

平， 都暂寄存于湖南长沙城外岳麓
山湖南大学，现在正式离平设校，就一

搭两便，选定在长沙了。 那时恰好在小吴
门外韭菜园有一座美国圣经书院是空着
的，于是就租用这一学校，连同其在南岳白
龙潭的分院校舍，学校办公处所及理、工、
法三院，以及这三院的单身教授，都住在韭
菜园圣经书院的院本部。 而文学院，包括教
授们，都远去衡山南岳，住在白龙潭圣经书
院的分部。 ”至于图书仪器方面，“实验只能
做些简单的，有许多处是借重湖南大学。 ”

南开大学一位名叫云镇的学生， 由天
津乘船赴青岛， 在青岛火车站遇到陈寅恪
先生同行南下，由胶济路往济南，复从徐州

转陇海路过郑州，再经武汉而抵长沙。 他在
《津湘滇求学记》一文中描述了在湖大的借
读生活。“该校是在山脚之下， 我们住在八
字墙宿舍，每人每月由学校领法币六元，除
理发洗澡外就是包饭费，一日三餐，抗战初
期湖南物价尚称平稳，三角钱的客饭，会给
你炒一大盘肉丝。 在宿舍每到开饭，工友叫
一声‘呷饭克喽！ ’大家即向饭厅集合用餐。
如果因事进城返校时已错过开饭时间，可
以到厨房要一碗米浆就豆豉炒辣椒， 免费
供应。 平时零食喜食花生“大红袍”及凉薯。
岳麓山下有一爱晚亭，风景颇美，靠校区后
面还有一座麓山寺碑。 上山不远有黄兴先
生及蔡锷（松坡）将军纪念馆，又有一新建
墓地为某将军墓， 都是我们跑警报常去的
地方， 坐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机在城
中上空的活动。 ”

清华教授杨树达先于5月只身返乡探
父，皮宗石校长登门请他留任湖大教授，其
眷属始于7月底脱离危城回长团聚。 杨先生
遂于8月致函清华请假获准， 正式移席湖
大。 孰料不久，清华即迁来长沙。 与故友在
麓山下重逢的记载，频频见于他的日记。

清华浦薛凤教授未携家眷，独自来湘。
授课余暇，他经常到湖大访友游山，以抒苦
闷。 “予有一次游山，来去在江边等候渡
船，各费一二小时之久。 清华建筑在岳麓山
之麓左家垅附近，曾去数次。 则见巍巍然三
座洋楼， 轮廓已具， 无数工人正在进行工
作。 然而不久即感材料缺乏， 不能如期竣
工，即使竣工，亦不能用。 ”某日，在空军供
职的清华校友周思信来到长沙， 浦薛凤约
他与临大教授同游岳麓山， 他们讨论了我
国空军的状况。 浦薛凤写道：“吾仅曰闻吾
空军精锐达五百，恐尚非事实，大约三百架
总有。 伊默然无语良久，始摇其首，嗣后始
知能升空格斗或投弹之飞机数目， 远在一
般常人所习知所猜想之下。 ”

浦薛凤笔下的孔恒兴号， 是湖大门首
的一家饭铺。 老板孔兰生，自清末到书院服
务，湖大一舍的伙食也由他承包。 孔家店有

一副门联：“是圣人裔，结名山缘”。 孔老板
为人通达， 有些欠债的学生在毕业工作多
年后，才到孔家店了清债务。

借读生在湖大把救亡工作
写入同学会章程

除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同学， 湖大还接
纳了来自平、津、宁、沪等地的流亡学生和
遭驱赶回国的留日学生共300余人借读，彰
显了“纳于大麓”的襟怀与担当。 1937年9月
5日， 教育部电令湖大收容100名战区学生
借读。 湖大经两次登记与严格审查，并举行
甄别考试。 10月15日公布合格名单，共收容
借读生157名。 1938年2月10日，湖大新学期
开始了， 除一部分参加民训工作及往受特
种训练学生外， 大部分学生已陆续返校注
册。 鉴于临大西迁昆明，失学者将增多，湖
大仍决定自该学期起再收容借读生120名，
其中男生100名，女生20名。

这些借读学生， 成为一群特殊的新湖
大人。 他们说着各种各样腔调的国语，穿着
不同的制服和校徽，成立了借读生同学会，
把救亡工作写入章程， 与湖大同学一起读
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开展了如火如
荼的抗日文化活动。

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合组
中共长沙临大支部

早在1921年， 在湖大的重要前身湖南商
业专门学校就成立了湖南高校第一个党支
部。

抗战爆发后， 湖大进步学生组织的读
书会、歌咏队应运而生。 来到湖大借读的临
时大学等高校学生中，很多人曾参加过“一
二·九”运动，并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
员，他们行装甫卸，即联络湖大学生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

1937年11月，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合组
中共长沙临大支部，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
沙临时市委领导， 由当时在湖大借读的丁务
淳任支部书记。 1938年2月，中共湖南大学支

部正式恢复。 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
“明日社”，出版《明日旬刊》宣传抗日主张，组
织学生读书会阅读《论持久战》等书籍；发动
党员和进步学生深入群众组织， 争取党员和
进步力量入选学生自治会； 组织开展对第20
集团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国民党军官的工
作，使他们支持抗战；邀请八路军驻湘代表徐
特立、进步人士茅盾来校公开讲演。 自此，湖
大打开了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 并吸收了一
批进步学生入党。

徐特立在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特
别指出：“这里的工作完全是湖大学生同志
活动建立起来的。 ” 国民党顽固派也惊呼：

“共产党在岳麓山挂起了红旗。 ”

湖大成为唯一一所举行抗
战胜利受降仪式的中国大学

1938年4月10日，临大西迁后，湖大、清
华惨遭日寇第一次轰炸，湖大学生黎圭、之
江大学借读生曾友松、工友陈玉泉被炸死，
师生平民死伤百多人。《新华日报》指斥为

“毁灭我国文化的暴举”， 茅盾先生也撰写
了《记两大学》一文揭露日寇暴行。 同年10
月，湖大被迫西迁辰溪，七年烽火，未再流
徙， 成为始终坚持在战区前线办学的一所
国立大学。

1945年9月15日，抗日战争中国战区长
衡地区受降仪式在当年长沙临大同学借读
的湖大科学馆举行， 湖大成为唯一一所举
行抗战胜利受降仪式的中国大学。

1945年12月8日，湖大全校师生投票赞
成在自垫旅费等条件之下， 率先复原岳麓
山开课， 成为战后最早原址复原办学的中
国大学。

为救济湘中南区的失学青年， 湖大于
这年11月在长沙举行了第二次招生考试，
新生人数达500多人， 全校学生共1300多
人， 遂借用清华大学左家垅校舍一栋设立
第三院，作为新生院和商学院院址。 湖大校
长胡庶华还提出， 从溁湾市至左家垅设立

“麓山自治实验区”，并建议政府“将清华大
学之临时校舍全部拨与湖南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在湖南的办学时间虽然
只有一个学期， 但是为后来西南联大的建
设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是民族灵
魂的反映。 ” 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西迁壮
举， 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 今
天，唯有校园随处可见的遗址，向人们诉说
着学府弦歌不辍的坚韧与坚持。

（作者系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
学院党委书记）

� � � � 1945年9月15日， 抗战长衡地
区受降仪式在湖南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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