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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在山西太原
日军总指挥部一所民房里， 恼羞成怒的日
军正对一名八路军高级将领施行酷刑：日
军用刺刀捅穿其肩胛锁骨，用铁丝穿上，高
吊在房梁上，脚下放一盆烈火，进行惨无人
道的摧残。 可这名英勇顽强的八路军将领
并没有屈服。敌人见无计可施，只好将其秘
密处死。这个人便是谢翰文。

谢翰文，号汉文，字鸿锡，1904年出生
于耒阳一个富裕家庭里。 中学时即投身革
命，1926年入党。参加过秋收起义，上了井
冈山。 历任红五军秘书长、 红三军团秘书
长、抗大政治部宣传部长。

1941年初，谢翰文被党中央调往八路
军前线总后勤部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谢翰
文偕同新婚妻子王振东，东渡黄河，奔赴山
西抗日前线。

1942年5月，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
次亲自指挥5万多日军，向华北各抗日根据
地进行残酷大“扫荡”，并重点向八路军总
部实施远距离奔袭， 企图一举摧毁八路军
首脑机关。

为打破日军“围剿”阴谋，八路军总部
决定暂避敌锋芒，实行战略转移。经过一天
一夜艰苦的急行军， 谢翰文率领总后勤部
在25日拂晓到达辽县与涉县交界的十字
岭停下来休息。

这时， 总部通知谢翰文去开会。 临行
前， 谢翰文把装着秘密文件的小皮箱交给
了妻子王振东。他赶到总部时，左权对谢翰
文说：“根据眼下情况， 总部决定各单位快
速离开十字岭， 总后勤部人多， 单独走一
路。”

会后，总后勤部人员匆匆出发。不料中

午时分，大批敌人围追上来。谢翰文当机立
断， 率警卫排用密集的火力从村后撕开一
处缺口，指挥大家冲出包围圈。战友们冲出
重围了，谢翰文没有发现妻子，他十分担心
秘密文件落入敌手。 焦急万分的他毅然冲
进村子，见负伤的妻子倒在地上。被丈夫扶
起的王振东艰难地说：“我怕冲不出去，把
文件全烧了。”“好，我们快……”话音未落，
敌人已围了上来。

在太原， 日军得知谢翰文是八路军高
级将领后，如获至宝，将他和妻子关押到一
所独立的小院里。夫妻俩享受“特殊待遇”，
每天由日本厨师做菜， 还让医官为王振东
疗伤治病。谢翰文对此高度警惕，他提醒妻
子：“敌人在耍花招，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
牺牲！”

果不出谢翰文所料，一天晚上，日军审
讯官带着翻译进来，对他说：“谢将军，住在
这里还舒适吗？吃得香吗？”“冈村长官一
再给我们叮嘱，不可怠慢你呀！”听到这里，
谢翰文转身指着日军审讯官大声骂道：“你
们这是放屁！你们侵略我中国，杀了我那么
多同胞， 占了我那么多国土， 还称什么朋
友、客人？！你们是十恶不赦的强盗！快给我
滚！”

日军审讯官见谢翰文如此强硬， 气急
败坏， 朝两个如狼似虎的士兵一挥手，瞬
间，鞭子便雨点般地落在了谢翰文身上。

面对日军的酷刑逼降， 谢翰文始终没
有屈服。 日军所有的诡计都落空后，1942
年，38岁的谢翰文同妻子一起，在太原市郊
惨遭日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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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太山 何顺

5月8日，在祁阳县黎家坪工业园湖南科
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一批新产品运上货
柜车出口欧洲。这时，该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201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聂鹏
举，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脸。去年以来，聂鹏
举和公司科研人员放弃许多休息时间， 全力
奋斗攻关， 成功研发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
微电机新产品。今年初，聂鹏举当选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4年， 聂鹏举从北方交通大学毕业
后，留学加拿大。国外先进的机械工业体系给
聂鹏举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
先进制造理念和技术。

2006年， 聂鹏举放弃在国外发展的机
会，加盟地处祁阳县、以微电机制造为主的湖
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公司最基
层的外销业务员。

聂鹏举认为销售上不能“小打小闹”，而
是要主动走出去， 寻找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
的机会。面对大家的质疑，聂鹏举发挥自己的

专长，主动上门向伊莱克斯、通用电气、日本
松下等公司推销产品。当年的同事回忆说，只
要有一丝希望，聂鹏举就主动上门沟通，一年
到头在外面跑。

2007年，聂鹏举第一次参加伊莱克斯全
球供应商大会。他当着几百名全球代表的面，
主动找到伊莱克斯的CEO进行沟通。这时，伊
莱克斯全球采购总监提出， 有一个新订单很
急， 需要两个月内采购到一批性能稳定的微
电机，而伊莱克斯原来的供应商无法完成，问
聂鹏举能不能办到。 聂鹏举拍着胸膛说：
“能！”

机遇是留给奋斗者的。 聂鹏举马不停蹄
赶回公司， 没日没夜地组织各部门加班加点
搞研发、抓生产，终于按时高质量交货，得到
伊莱克斯高度赞赏。以此为突破口，聂鹏举顺
利敲开了与全球各大家电集团合作的大门。

2010年， 聂鹏举由于工作业绩突出，被
提拔为公司高管。他在公司董事会上提出，祁
阳地处偏远， 要做大企业， 首先要有拳头产
品，要有让顾客和市场满意的产品。在他的力
主下，公司高薪聘请专业技术人才，组建了研

发团队， 从意大利引进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
备，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益。

2014年，聂鹏举瞄准世界微电机行业的尖
端领域，着手开发伺服电机，成功开发出40机
座、60机座、80机座和130机座四大系列伺服电
机，性能基本达到日本松下的水平。一次，为了
解决一个新产品的轴承配套问题， 他坚守在研
发中心，带领大家一次又一次改进设计，反复试
验，终于获得成功。而他与大家一道吃了20多
天的盒饭。

目前，“科力尔” 成为当之无愧的微电机民
族品牌。 公司出口额从2006年的120万美元快
速增长到去年的5500万美元，销售收入从1.1亿
元增长到5.9亿元。2017年8月，科力尔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成功上市， 成为永州市唯一上
市的民营企业。

近年，聂鹏举积极回报社会。2015年，他与
父亲出资200万元， 成立了祁阳县葆春慈善基
金会， 先后资助贫困学生100多名。2017年，聂
鹏举响应“精准扶贫”号召，定点帮扶两个贫困
村，安排一些贫困劳动力到公司就业，实现稳定
脱贫。

聂鹏举：

推动中国微电机走上世界

谢翰文：“时刻准备牺牲”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涂上特殊涂料后摔不碎的鸡蛋、“比铁还
硬，比钢还强”的超高强度混凝土、在失去卫
星信号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精确制导“一击命
中”的陀螺仪……

开园仅仅一年的卓尔军民融合产业示范
园，此前也许并不为人熟知。但近来这个园区
内诞生的一系列“黑科技”产品，却着实让人
惊艳了一把。年轻的“卓尔”，也成为众多军民
融合产业园当中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

5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长沙城北的卓尔军
民融合产业园，探寻这匹“黑马”背后的故事。

开园仅仅一年，27家军民融
合高新技术企业入驻

一个普通的鸡蛋， 涂上一层不到一毫米
的特殊材料，就变身“鸡蛋超人”，怎么摔也摔
不碎。这种“黑科技”材料就是长沙盾甲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甲新材”）研发
的结构增强涂料。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盾甲
新材凭借这种新材料亮相中央电视台。 公司
创办人罗世彬介绍， 盾甲新材是一家致力于
增强涂层材料研发和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结构增
强涂层材料(CRM)和超级吸能材料，目前已
申请专利10余项。

盾甲新材是入驻卓尔军民融合产业园的
27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2017年开园至今，

产业园已汇聚了一大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
军民融合高新技术企业，包括华讯方舟、庄耀
光电、盾甲新材、云顶智能、海迅光学惯导、明
湘科技、苍树航天科技、志合科技等。这些企
业依托国防科大、 中南大学等高校科技人才
资源和科研项目资源，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
如为军用激光陀螺提供核心配件的庄耀光
电，主要研发生产超级抛光的石英基片，用于
航天器、火箭、坦克和装甲车，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1亿元以上; 专注于大数据与仿
真、先进测试、探测与识别、卫星应用的苍树
航天，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兵器、船
舶、电子、机械等领域。

其中， 园区目前唯一的一家民参军企业
明湘科技，实力也不容小觑，其自主研发的第
三代混凝土———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 抗压
强度达到400兆帕，超过普通钢材，应用前景
极为广阔。明湘科技董事长、超高性能混凝土
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者吴罗明告诉记者， 公司
有望获得数十亿元的军方订单。

“希望我们的产业园能走出
更多的‘独角兽’公司”

一栋栋砖红色小楼静静矗立， 被大面积
的绿化带分隔开来。生态型、低密度、花园式，
走进卓尔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园， 丝毫感受不
到产业园惯有的工业气息， 倒像是走进了某
个环境优美的小区。

事实上，由卓尔发展（长沙）有限公司投

资打造的卓尔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园，定位就是
“企业社区”。公司总经理曹天斌说：“在卓尔园
区， 所有入驻企业只要专心做好科研和生产，
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们来办。”

据介绍，每一个新入驻企业，产业园均主动
上门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入驻进程中碰到的装修
施工、环保消防、安保供电等方面的问题。在工商
注册、税务登记、银企链接方面全程跟踪，做到了

“保姆式”的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庄耀光电，从
签订入园合同启动装修到进入试生产，仅仅用了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园区还建设了高标准的食
堂，并筹备开工建设员工公寓，用完善的配套条
件，为入园企业解决后顾之忧。

对于初创型高科技企业来说，市场推广和
资金实力则往往是短板。“卓尔的使命就是要
帮助他们补齐所有的短板， 做大做强”， 曹天
斌介绍，卓尔最具特色的服务主要是在金融服
务方面的领先和创新。

背靠中国500强企业卓尔控股， 卓尔军民
融合产业示范园具有其他园区不可比拟的金
融服务实力。卓尔集团旗下的众邦银行与产业
基金， 为产业园入驻企业量身打造了天使投
资、融资担保及中小微企业贷款三个渠道的融
资体系，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曹天斌透露，目前正与园区内一家高科技
企业展开洽谈，计划注入创投基金，支持其快
速发展。“希望通过扶持一两家大的企业，带动
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助力中国制造甚至中国创
造，也希望我们的产业园能走出更多的‘独角
兽’公司。”曹天斌说。

融合·崛起·共赢
■编者按

携手湖南，助推中部崛起，越来越多的知名民营企业选择在湖南投资兴业。他们在湖南这块热土上如何融合发
展，他们为湖南的崛起贡献了怎样的力量？在湖南全国知名民营企业携手湖南助推中部崛起大会召开前夕，湖南日报
记者在省委宣传部、省工商联共同组织下，随采访团赴长沙、株洲、湘潭、益阳等地，采访部分在湘投资的全国知名民
营企业，挖掘他们的“湖南故事”。

卓尔：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曹娴）今
天，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在株洲召开民用
涡轴涡桨发动机2018年度供应商（国际）
大会。 会上推介了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
研究所研发的两款新型民用航空发动机。
据悉， 这两款发动机具备当代国际先进水
平，完全自主研制。

这两款发动机分别为AES100民用涡
轴发动机和AEP500民用涡桨发动机，前
者用于5-6吨级民用直升机， 后者用于涡
桨支线客机、 中型货运飞机等。 项目于
2016年立项， 目前AES100发动机已完成
首台样机试制，正在开展试验，计划2024
年适航取证；AEP500发动机已完成核心
机试制，计划2028年适航取证。

“这两款发动机都是对标当代国际最
先进的发动机技术指标。”中国航发动研所
AES100型号副总工程师王旭介绍， 相对
以往同类型发动机，油耗降低10%左右；使
用寿命从1000小时提升到3000小时。同

时，依托自主研发、本土制造，在成本和售
后服务上也比国外同类产品有优势。

王旭介绍，航空发动机研制难度高、周
期长、投入大。在批量生产之前，要试制40
多台样机， 样机试验时间需超过1万小时，
零部件试验时间要达到几十万小时。

据介绍， 民用航空发动机占航空发动
机总产值的70%，中国在未来5年将成为民
用航空第一大订单国家。我国民用涡轴、涡
桨航空发动机市场前景广阔， 到2035年，
预 计 AES100发 动 机 需 求 近 3000台 ，
AEP500发动机需求近3500台。

在现场， 中国航发动研所与中信海直
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英国ASSYSTEM
公司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中国航发动研所位于株洲， 成立于
1968年，是我国唯一集型号研制、预先研
究于一体的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及直升机传
动系统研究发展基地。50年来， 该所已完
成30多款航空发动机产品。

我省推出两款新型民用航空发动机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自主研制，具备当

代国际先进水平

“共抓长江大保护”
衡阳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签约开展战略合作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陈润）今天下午，衡阳市政府与中国节
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就“共抓长江大保
护”开展战略合作。

据了解，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

我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大的科技服务型产业集
团， 也是目前唯一以节能环保健康为主业的
央企。该公司总经理王彤宙介绍，将为衡阳市
做好生态环境咨询规划服务， 提供节能环保
综合解决方案，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子。衡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市将珍惜这次
合作机遇， 全力推动合作项目尽快取得实质性
进展。

当天，双方还签署了5项合作协议，涉及
节能环保领域咨询规划和项目投融资服务、
共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产业园、 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开发、环境质量监管体系建设、城
市节能环保及智慧城市建设等。 根据协议，
“十三五”期间，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将在衡阳
投资50亿元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唐世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山挨山，水连水”。这
里却有一大批青年教师，用担当与责任，撑
起了山区教育的一片蓝天。

近日，记者走近他们，感受他们带给乡
村学校的活力与生机。

激活了学校这潭水
江华码市镇中河完全小学， 距离县城

140多公里，教师14人，50岁以上的教师7人。
“这几年来了5位青年教师，他们带来

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主动教老教师，现在每
一位老师都会使用多媒体， 激活了学校这
潭水。”该校校长胡志厚说。

该镇黄石完全小学（包括村小）共16
位教师，特岗教师向妙、何娟等3人也成了
学校的中坚力量。

向妙主抓学生德育、教学，还担任了低
年级教师学生管理、教师阅读等培训。何娟
主抓安全工作，担任了教师普通话、低年级
教师拼音等培训。

该校校长李华运告诉记者，老教师受当
地方言和信息闭塞等影响，不会使用多媒体
手段，教研教改不先进，拼音、普通话不标
准，向妙、何娟利用教研组活动，对他们进行
相关培训，促进了老教师的专业成长。

“3年来共招了256位特岗教师和免费
师范生，大多在偏远的山区学校任教，正在
改变山区教育落后的面貌。”该县教育局人
事股长邹高峰说。

教育是最美的修行
2014年9月， 周敏作为公费定向培养免

费师范生毕业，分配到花江洞完全小学，担任
四年级的语文教师、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

周敏把关爱孩子作为自己的修行，建立
了亲情QQ群、微信群，随时让孩子与父母进
行视频， 也方便了就孩子教育与家长交流。

每到孩子生日的时候，周敏都会送一句生日
祝福，赠一份小礼物，让班上的孩子为他唱
一次生日歌。她还带领孩子们进行“中国诗
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见字如面”等传统
文化活动，让孩子们感受汉语的魅力。

2016年7月， 陈燕放弃广东待遇月薪
近万元工作， 来到白芒营镇白牛山完全小
学任特岗教师。图书馆的书太过老旧，陈燕
自掏腰包买了60多本课外书籍，并专门开
了一堂课外阅读课，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看着孩子们享受读书的乐趣，心里就
感到温暖， 自己也收获了幸福与快乐。”陈
燕说。

他们一天天在成长
汪海林是第一批湖南一师公费定向培

养免费师范生，2011年9月分配到距离县
城80多公里的大圩镇中心小学任教，如今
已成长为大圩镇第二小学的教学副校长。

“在学校里，他经常上示范课、研讨课，
引领学校的教学发展。”该校校长何化桥介
绍。

大圩镇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黎忠福，
大圩镇鲤鱼塘完全小学校长罗小春等一批
教师也是湖南一师公费定向培养免费师范
生成长起来的管理人员。

当校长快一年的罗小春告诉记者，自
己的成长离不开县教育局的一系列举措。

2017年，该县教育局提出“教育局以
校长第一”，通过国培、送教下乡、省培、校
本培训等方面， 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服
务。学校“校长以教师第一”，大胆启用青年
教师，在教育管理、教学专业化引导方面对
他们进行指导，促进其成长。

据了解， 全县4100多位教师，30岁以
下教师911人， 其中被评为校级以上骨干
教师、 学科带头人、 把关教师等有200多
人，提拔为校长、副校长和中层等管理人员
的有110多人。

5月10日， 老党员们和
孩子们在玩游戏。当天，慈利
县农业机械管理局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的20余名老
党员来到高桥镇新山村小
学， 给贫困学生送助学金并
与留守儿童开展趣味游戏等
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

青春在瑶山里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