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23日， 湖南省援疆
前方指挥部指挥长、 吐鲁番
市委副书记颜海林（左四）
在结对维吾尔族群众家走
访。 援疆干部们把吐鲁番
当故乡， 把当地人当亲人，
积极开展“民族团结一家
亲” 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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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博文 周静

他们勇往直前、激情奉献，走在
了自己的长征路上

4月20日，记者到吐鲁番采访第一天，援疆前
方指挥部举行了座谈会。副指挥长、吐鲁番市副市
长林德勇，直接从值班室来到了会议室。值班时穿
的迷彩服，没来得及脱下；眼睛，还是红的。

值班，可算得上是个硬差事。 3人一班，24小时
值守，随时准备处理突发情况，随时准备接受上级
巡查。 每个干部，每个月都有值班任务。

我省挑选援疆人员遵循的原则是：选硬人，
硬选人。 入疆后发现，不是硬汉，还真难扛下去。

有谁周六、周日还加班的么？ 有。 有谁长期
这样的么？ 也有。 就是他们，援疆干部。 在吐鲁
番，人们不说星期几，只说几月几日，因为，都是
工作日。

有谁下村入户，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学习的么？ 有。 有谁一年中有一半时间这样的
么？也有。还是他们，援疆干部。冬天来了，他们帮
着埋墩；春天来了，他们帮着开墩；夏天秋天，他们
一起摘葡萄、摇桑椹。清晨，他们帮着打扫庭院；晚
上，他们与各族同胞一起天南海北、家长里短。 这
样的生活， 如果你没有真正融进去， 就看不到意
义；如果你有了使命感、看到了真价值、付出了全
身心，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辛苦，艰苦。 20年来，8批600多人的援疆队
伍，响应党中央号召，带着省委、省政府和湖南
人民的嘱托，告别亲人、远离故土，毅然来到这
里，无一人退缩！ 没有什么侧面迂回、迟疑犹豫，
就是勇往直前、 激情奉献， 一批又一批的援疆
人，走在了自己的长征路上。

高温、干旱、日照时间长，吐鲁番被称为“火
洲”。 座谈中记者发现，一个个援疆人，都晒得黑
黑的。 援疆干部、吐鲁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易宇
没那么黑，记者问他：“你怎么晒不黑呢？ ”易宇
开着玩笑：“你不知道吧， 我都到韩国去了几回
了（整容）。 ”援疆干部、吐鲁番日报社副社长盛
伟山告诉记者：他原来皮肤白皙，若论入疆前后
的“色差”，与他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说，创业艰难，一切从零开始。 第五批
援疆人、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周晓，却是从“负

数”开始。 对口援助的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当时
负债几百万元。 周晓带着医疗团队调研、分析、
立项、 易地重建。 一个崭新的吐鲁番市人民医
院，在一片戈壁滩上崛起，跻身三甲！ 援疆结束
回湖南了，周晓仍旧牵挂。 4月23日，记者在该医
院采访，碰到了周晓，他应邀帮助建立专家工作
室，刚从湖南赶过来。

谭海玫老师， 带着病弱之躯援疆， 被誉为
“绽放在大漠中的铿锵玫瑰”。 黄敏雄老师，父亲
是军垦战士，母亲是八千湘女中的一员，接过父
母手中的坎土曼， 黄老师用他20多年积攒的专
业技术和工匠精神，浇灌着沙漠中求知的心灵。
王进锋， 一入疆就负责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
二一团水管所沉沙池建设的监管。 地处天山，人
迹罕至，气候恶劣，白天穿T恤，晚上裹大衣，他
一住几个月，下山时，瘦了10公斤。

奋斗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无法尽述。 有
的父子援疆，有的兄弟援疆，有的夫妻援疆，有
的带着全家援疆，有的连续两届援疆。“新栽杨
柳三千里”的左公柳精神、“八千湘女上天山”的
农垦精神，在这里传承、坚守、光大！

第五批援疆干部、 吐鲁番市旅游局局长陈
书国，把生命都献给了这里。 陈书国忘我工作，
连续推出了“杏花季”“桑椹季”“葡萄采摘季”
“开往春天的大巴”“葡萄架下的小夜曲”等一系
列旅游文化主题活动， 葡萄沟冬季游客从无到
有，艾丁湖人气爆棚，近万名群众参与其中，增
加了收入。 终于，他积劳成疾，晕倒在了长沙吐
鲁番葡萄节的新闻发布会上。 2016年2月17日，
陈书国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42岁。

他们与亲人，在梦里见、在视频
里见，在思念和回忆中见

“硬人”入疆，扎硬寨，打硬仗。 但是，即便是
再硬的人，也有柔软处。

2016年11月12日，省人民医院介入中心护士
长方元，被叫到了院领导办公室，吐鲁番市没有介
入中心， 医院决定选派最强的医护力量去帮忙建
起来，让她考虑。 方元当即答应下来。

回到家，却不知怎么向母亲开口。 父亲因脑
溢血全身瘫痪，卧床住院已3年多；母亲80岁了，
照顾父亲； 爱人在陕西工作； 女儿在北京上大

学。这一走，家里咋办呀？终于说出了口，母亲轻
声地问：“医院那么多人，非要你去吗？ ”

方元狠了狠心：“妈妈， 吐鲁番需要介入中心
的护士哩。”母亲没再说话。接下来几天里，方元请
了个保姆，帮着照顾父亲，就匆匆上路了。

一年过去了，第二年又开始了。 一天夜
里，方元进了父亲的病房，突然见到父亲坐
起来了，妈妈在给父亲擦脸，见到方元，说：

“元元，你放心吧，你爸快好了。 ”
方元开心地笑，笑啊笑啊，笑得眼泪都流

了下来，笑得梦醒，醒来一看，泪水已经打湿了枕
头。

或两年，或三年，他们与亲人，日夜牵挂，在
绝大部分的援疆岁月里， 只能像方元和父母一
样，在梦里见、在视频见，在思念和回忆
中见。

李强，去年来吐鲁番时，第一个孩
子上高中， 第二个孩子才4个月大。 每
天， 他只能在手机视频里与孩子们见
面。春节回家，第一个孩子认得爸爸，第
二个孩子不认识他是谁。手机里的人才
是爸爸，站在面前的人，孩子不认识。

2017年10月， 蒋先宜的女儿快出
生了，妻子几次催他回来，可蒋先宜身
处一线，离不开。妻子没有说什么，但妻
子分娩前的紧张和希望丈夫待在身边
的期待，没人比他更懂。 2017年9月，陈
文晖的儿子突然发病，住进了重症监护
室，爱人急得直哭，要他回家。他处理完
手上的工作后赶回家， 可到家没几天，
就得返回了。陈文晖只得远远地在重症
监护室门口看了看儿子，紧紧地抱了抱
妻子，踏上了归途。

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
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是什
么？是自己作主、自己选择。年轻的李双老师，入
疆前谈了一个男朋友，听说她要去援疆，急了，
说，你要去援疆，咱们就分手吧。 最后，李双选择
了分手。 现在，这位裴多菲式的援疆老师，就驻
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二一团学校。

驻守在这里，他们是援疆人。 每一个援疆人，
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日子。 串起这些终生难忘的岁
月，汇成了一曲生命的歌、一条时光的河。

许海兵

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
12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北京大学， 对学校建设、 人才培
养等提出殷切期望， 在北大师生中引
起了热烈反响。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
强。 一直以来， 中国青年始终站在时
代前列， 在民族复兴、 振兴中华的进
程中不断谱写出壮丽诗篇。 历史和现
实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 青年一代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 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如今的青年一代身处中国最好的
时代， 但机遇与挑战同行。 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青年一
代必须坚定理想信念， 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个
人理想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紧密结合起来 ， 找准人生坐标 ，
不在随波逐流中迷失自我。

要去除暮气， 涵养朝气。 现在社
会上流行一种无欲无求的 “佛系青
年 ”， 这种态度看似云淡风轻 ， 实则
是不思进取 。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 ，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梦想催人奋

进， 征程波澜壮阔， 青年一代生逢其
时 、 大有可为 ， 一定要去除得过且
过、 苟且偷安的沉沉暮气， 发扬 “少
年意气与春争” 的朝气， 用自己青春
的气息、 能量和方式为祖国带来飞扬
的活力、 蓬勃的朝气和灿烂的明天。

要去除娇气， 涵养锐气。 现在的90
后、 00后青年大多都是独生子女， 从小
娇生惯养， 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 然而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青年在成长过
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挫折。 不管面
对学习、 生活、 工作中的何种困难， 青
年都应去除书生般的娇气， 增添战士般
的锐气， 在披荆斩棘中磨砺意志， 在艰
难困苦中淬炼信仰， 在中流击水中展现
担当。

要去除傲气， 涵养大气。 青年一
代常常自诩为天之骄子， 然而所谓的
天之骄子 ， 并不是指骄傲自满之人 ，
而是指顺天应时主动变化的人。 时代
在变化 ， 社会在进步 ， 唯有去除傲
气， 心怀谦逊， 时常保持对知识的饥
饿感、 对未知的好奇感、 对事物的新
鲜感， 求新求变、 广才广艺， 才能在
常知不足中取得进步， 在滴水穿石中
积累底蕴， 孕育出 “一览众山小” 的
底气。

� � � �“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如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春风。 ”这是蔡会文1935
年3月在突围途中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句，也是
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1908年11月12日， 蔡会文出生于攸县凉江乡
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25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
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寒假，蔡会文回
到家乡开展工农革命运动。 他一回到家乡就发动
群众成立农民协会， 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谋求自身
的翻身解放，并把贫苦农民带到自己家里，开仓分
谷。马日事变后，被反动派通缉的蔡会文，从长沙潜
回家乡，准备筹措盘缠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 母亲
跪在大门口流泪劝阻，蔡会文轻轻地扶起母亲，回
答道：“娘！请恕儿不孝，我这一生只信奉共产主义，
其他事无法顾上了！ ”

离开家乡后，蔡会文在武汉找到了党组织，
被党组织安排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1927年9月， 蔡会文随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随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 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创建。 几年革命斗争的考验，使蔡会文迅速成长
为一名德才兼备、 文武双全的红军高级将领。
1930年7月，由毛泽东亲自提议，他担任红三军
政委。 此时的蔡会文，年仅22岁。

1932年10月，为了巩固中央苏区的西翼，蔡
会文奉命来到湘赣苏区，主持湘赣苏区的军事工
作。 当时，敌人集中12万兵力对湘赣苏区开始第
四次“围剿”，而湘赣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总计1
万多人，形势非常严峻。 为粉碎敌人“围剿”计划，
蔡会文决定避敌锋芒，率部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
薄弱的遂、万、泰山区，他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
剿”的成功经验，在系列战斗中连连告捷，获得了
湘赣苏区前所未有的胜利，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湘
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蔡会

文逐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及时修正了湘赣
红军的行动方针。他却因此遭到“左”倾错误领导者
的打击迫害，被撤销了湘赣军区总指挥职务。 1933
年11月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左”倾错误领导者
再次对蔡会文进行无情打击，欲置蔡会文于死地而
后快。 他们企图从蔡会文的家庭出身上打开缺口，
派人将蔡会文的老母亲捉到永新关押数月。为了不
连累儿子，老人趁人不备，跳入滚滚东去的禾水河。
获悉这一噩耗，蔡会文悲痛万分！ 但是他强忍住内
心悲痛，揩干眼泪继续工作。

在领导湘粤赣边游击斗争的艰难岁月里，
他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找干部战士谈心，
鼓励大家坚持革命到底。 他说：“我是一个出身
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不跑到国民党去
升官发财而甘愿吃这个革命的苦？ 根本原因就
是我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 我们
共产党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
革命红旗扛起来，扛到底！ ”

1935年秋后，由于敌人的残酷“追剿”，游击队
处境更加艰难， 缺衣少食。 蔡会文带领战士住草
棚，吃树皮草根，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 1936年初
春，在与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游击队被打散，为
掩护战友突围，他不幸负伤被捕。敌人残忍地割断
他的喉管，喷涌而出的是鲜血和草汁。28岁的蔡会
文是装着满肚子草根、树叶而牺牲的。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 朱柏林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李召霞， 湖南沙坪金球湘绣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球公司”）绣工。 她
从7岁开始拿起绣针，至今已有近40年
的飞针走线历史， 绣过大大小小的湘
绣作品近1000幅。

李召霞出生在湘绣文化的发源
地———长沙县沙坪镇。 在她的童年记
忆中，刺绣就等同于生活。 这种传统技
艺，被祖祖辈辈的绣工传承下来，并融
入到日常的“柴米油盐”中。

“鲜活的人物、生动的花鸟虫鱼，
让人如痴如醉。 ”李召霞用这种美丽的
语言形容自己对湘绣的酷爱。 从事这
份斯文雅静的工作， 是她儿时就有的
梦想。

小学时，她就吵着找妈妈学刺绣。
妈妈也有意“纵容”，教她技艺，让她仼
性刺绣。

正是源于这份热爱，18岁那年，她
就以娴熟的手艺进入了当地有名的
“金球公司”做绣工。

刚刚到公司时，李召霞就意识到，
自己虽然有点手面上的刺绣功夫，但
专业知识一窍不通。 绘画、构图、设计、
配色、针法等与湘绣有关的专业知识，
必须从零学起。

湘绣的针法有70多种， 绣线的颜
色多得数不清。 在边绣边学的日子里，
她每天练习技艺的时间超过12个小
时。

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整整坚持
了5年， 她绣制的作品多次参加省、市
级大赛并获得大奖。

“湘绣的针工在于锲而不舍，厚积
而薄发。 ”李召霞经过多年的实践，悟
出了这样的真谛。 刺绣是一份美丽而
寂寞的职业，习得皮毛要三五年，成为
熟练工又要三五年， 而能对作品赋予

意境还得继续花上三五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 从普通绣工到工艺大师，这是一
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李召霞认为绣湘绣就是练心。 别
看简单一根针，针线穿梭中，除了全
神贯注外，24根肋骨都在用力，长年
累月下来，她和很多绣工一样，坐得
肋骨都变形了。 因为深深热爱，她始

终放不下的仍是绣架和作品。
一段时间，很多同行纷纷

“跳槽”， 自己开店当老板，她
却没凑这个热闹。 她默默地告
诉自己，走自己的路，绣好作
品，不会错到哪里去。

去年，在“湘字号”传统技艺
工匠决赛时，李召霞的竞赛作品
是《一朵荷花》。 A4纸大的图样
按厂里平时做活的要求，独立完
成至少需要10天， 但比赛时间
只有3天，每天7个小时。

“不要慌，比这更难的活
我都完成过。 ”她给自己吃下了定心
丸。 21个小时中，她把自己30多年掌
握的技艺、 针法全部定格在了那一
块小小的绣布上。 这种爆发性的才
艺， 正是李召霞决赛夺冠的雄厚基
础。

“热爱只是基础。 ”李召霞从进
厂的第一天起， 就暗下决心：“在我的
湘绣生涯中， 总要弄几幅出彩的作
品。 ”

做绣工的漫长岁月里， 李召霞最
得意的作品， 当属巨幅湘绣珍品———
《超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这幅作
品长5.6米，宽2.6米，作品中袁隆平院
士的脸就有1米长，0.8米宽，他手里握
着的稻谷每一粒都有花生那么大。

为了绣好这件作品， 她先跑到田
间去观察、拍照、琢磨，一待就是半天，
对袁隆平院士姿态的每一个角度、每
一个细节都把握得清清楚楚。

当时， 正是湖南最热的8月天，她
在田间观察琢磨， 身上裸露部位几乎
晒脱了皮。 作品倾注了她和同事们太
多的心血，反复研究，无数次修改，凭
着一股冲劲和毅力， 这幅使用了2000
多个色阶、运用了20多种针法的作品，
历经400多个日夜奋战才绣制完成。

袁隆平院士看到成品第一眼就赞
不绝口， 作品也永久性珍藏于中国杂
交水稻技术研究中心。

2005年10月，金球公司拟向中国航
天员研究中心捐赠绣品， 让湘绣遨游太
空。由于受搭载物重量的限制，李召霞与
同事们一起加班加点，反复设计、绣制图
样20多个，历时数月攻关，湘绣作品《福》
字采用边金镂空的形式， 绣出来的绣片
重量只有98克， 比规定的重量还轻了2
克。 这件作品已经被中国航天博物馆收
藏。

2012年，她绣制的《如日中天》作
品， 又获得了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

绣工让湘绣精彩纷呈， 绣品也成
就绣工的精彩人生。 前不久，李召霞获
得省总工会颁发的“湖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被授予“湘字号”工艺大师荣誉
称号。

终生难忘的岁月
———来自吐鲁番的报道（三）

援疆
20年巡礼

三湘时评

少年意气与春争

湖湘工匠

飞针走线“绣”人生
———记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字号”

工艺大师（湘绣）李召霞

蔡会文：餐风饮露志如虹

� � � � 1月19日，长沙市沙坪镇，李召霞
在进行湘绣创作。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
许达哲指出，要以河湖长制为抓手，统筹推

进“一湖四水”生态环境治理。下一步，要按照
“目标更加清晰、指标更加科学、监测更加全面、
治理更加有力” 要求， 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和质
量。 要紧盯中央领导批示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紧盯污染治理“夏季攻势”目标任务，紧盯

为民办实事相关内容，加快整改、落实、推进步
伐，防止已整改问题出现反弹。要结合总河长令
的落实，抓好江河湖库排污口清查整治、黑臭水
体治理、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等水污染防治重点， 加强湿地保护、 沟渠疏
浚、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水生态修复工作；做好
长江及全省水岸线保护工作。

许达哲强调，要以“关键少数”为重点，推动
工作任务落细落实。 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夯实基础工作，强化督
导考核，加大环保投入，因地制宜实行“一河一
策、一湖一策”，确保“见河长、见行动、见成效”。

会上，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省环保厅和益
阳市政府先后作情况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