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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柏民权 骆国平 肖井冬

在桂阳县正和镇朝阳村（由原燕山村和火田村合
并而成）李家自然村梨山山脚，矗立着一座8米多高的
梨山纪念亭，飞檐翘角、气势恢宏。这座亭子是李家村
乡亲们为纪念红六军团长征“夜宿梨山，秋毫无犯”这
段佳话，在长征胜利60周年时自筹资金4万元修建的。

6月19日， 雨后初晴， 记者和桂阳县党史办的同
志，沿着当年红六军团的长征足迹来到李家村，参观了
梨山纪念亭、百年梨园等。梨山纪念亭亭名由萧克将军
题写， 字迹苍劲有力。 亭柱雕刻着欧阳毅将军题写的
“风雨长征路，神州艳阳天”对联，让人看后心潮澎湃。
亭子旁边，几棵百年老梨树簇拥着一株株小梨树，枝繁
叶茂。

在梨山纪念亭，年逾70的老乡李安田，动情地讲
述了小时候叔叔、伯伯经常向他讲的“夜宿梨山，秋毫
无犯”的故事。

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在任
弼时、萧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从江西遂川出发，挥
师西进。一路上，红六军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日夜
兼程，终于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湖南。

红六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巧取桂东。1934
年8月12日上午，在桂东寨前圩的河滩上，红六军团召
开了连以上干部西征誓师大会，庆祝突围成功。会上，
传达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与西征的任务， 宣布
了行军纪律，对全军下一步行动作了战斗动员。

1934年8月18日傍晚，红六军团胜利抵达桂阳，其
中通讯连在离县城5公里的燕山村李家自然村梨山宿
营。连日急行军，战士们尽管又累又饿，但是他们严格
执行纪律，不进民房，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

乡亲们不知道是什么队伍， 加上当地保长的反动
宣传，吓得都躲到了附近山上。

时值初秋，梨山的梨子已熟透，黄澄澄的，在微风
吹拂下，芳香诱人。乡亲们心里直打鼓：“这么大一支队
伍在梨山住一夜，再多的梨子也会被吃光了！”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战士们呼吸着梨香酣然入睡。
哨兵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保卫着梨园的安全。

梨子是乡亲们的命根子，靠它换油、米、盐，养家糊
口。“即将收获的梨子， 这回怕是要被糟蹋殆尽了。”躲
在附近山上的乡亲们一夜难眠。

第二天清晨，红六军团继续前进，军歌嘹亮，响彻
山谷：“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保护老百姓，到
处受欢迎。开口不骂人，工农的东西不拿半毫分……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来执行。”

红军离开后，乡亲们迫不及待地跑到梨山一看，既
不见采摘痕迹，也未见吃过的梨核，只见树底下堆着一
堆堆被晚风吹落的梨子。

原本担心梨子被吃光的乡亲们见此情景十分感
动：“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你家摘
一篮、他家摘一篮，凑了一担梨，派李安田的大伯李友
生挑着梨去追红军，给红军解解渴。

“老总， 你们等一等， 乡亲们派我来给你们送梨
了。”李友生挑着梨边追边喊，累得满头大汗。

担任收营任务的红六军团通讯连二班副班长林文
兴在路旁热情接待李友生：“老乡，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
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叫老总，叫同志。
我们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乡亲们的情
意我们收下了，但梨子一个也不能收，请挑回去吧！”

林文兴婉言谢绝，李友生无奈，只好说：“那好吧，
梨子我挑回去分给乡亲们吃， 让大家口吃梨子心想红
军，再莫上保长的当，都来拥护红军。”

红军虽然离开了，但“夜宿梨山，秋毫无犯”的故事
在当地成为美谈，代代相传。

1982年7月19日， 在省视察室工作的林文兴，在
《湖南日报》发表了文章《夜宿梨山》，深情回忆了当年
的情景。

李安田介绍，目前，梨山纪念亭已被郴州市列为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五四”“七一”“八一”和国庆节
等，都有单位和学生来这里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去
年，桂阳县纪委监委还摄制了微电影《夜宿梨山》，党员
干部看后深受教育。

———记者再走长征路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一条红色的脉搏，从江西于
都延伸到陕西吴起，在神州大地
跃动。85年过去，依然澎湃强劲。

6月26日， 由中宣部组织的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
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
湖南。新闻工作者们将用双脚踏
寻革命先辈的足迹，用镜头和笔
触描绘新中国70年的壮美画卷，
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基因，让
历史照进现实，用精神启迪未来。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
照古今。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5周
年。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
展，再走长征路，对于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具有更为重
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再走长征路，为的是回望来
路。85年前， 那一支为民众而战、
为信仰而战的队伍，跋山涉水、九
死一生，将足迹印刻在两万五千
里的漫漫征途。从浴血湘江到四
渡赤水，从巧渡金沙江到强渡大
渡河，从爬雪山到过草地，两轮寒
暑，纵横十余省，把一场“无与伦
比的史诗般远征”，铭刻在中国革
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伟大的长
征，既是辉煌的胜利之路，也是苦
难曲折的艰辛历程，它是中国革
命由濒临失败的关头走向胜利的
历史转折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
出路的民族。”再走长征路，就是
追忆峥嵘岁月，重温苦难辉煌，是
对历史的铭记，是对中国革命的
回望，也是对革命先烈的崇高致
敬。

再走长征路，就是为了不忘
初心。长征是一场理想信念的远

征， 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男女老少来相送， 热泪
沾衣叙情长。乌云遮天难持久，红
日永远放光芒。”从贡江河边走出
去的红军队伍， 以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坚定信念， 在长征路上书写
了“断肠明志”、浴血奋战的撼天
壮举，留下了“半条被子”等动人
佳话。 长征是一个人类精神的高
光时刻。再走长征路，聆听来自高
处的召唤，追寻意志、信念、理想、
精神所蕴藏的磅礴伟力， 我们才
能更好地铭记 “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

再走长征路， 就是为了弘扬
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长征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 构筑起中华民
族的精神航标。 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长征路，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
己的长征路。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走好新的长征路， 没有坚如磐石
的信念， 没有 “从万死中觅得一
生”的奋斗精神，没有风雨不侵的
钢筋铁骨， 是做不到的。“心中有
信仰，脚下有力量”。再走长征路，
更能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和
时代意义， 在回望历史中汲取无
穷的力量，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
明前途”，1935年， 方志敏曾这样
畅想未来“可爱的中国”。我们继
承了前人的事业， 进行着今天的
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让我
们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传承不
息的基因和不屈的意志， 用理想
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用信仰之力
开创美好未来， 在新的长征路上
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回望来路
不忘初心

长征，是一部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是一曲辉耀理想信念的胜利壮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当年的硝烟已经散尽，但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长征精神却历

久弥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今天，我们特开辟“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专栏，再次踏寻
革命先辈足迹，挖掘和讲述长征故事，以缅怀先烈，进一步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开栏的话

■采访手记

“夜宿梨山”
诠释初心

颜石敦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
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夜宿梨山”的
故事， 诠释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传
承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历经沧
桑而愈加光彩。

艰难跋涉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将
士，“夜宿梨山，秋毫无犯”，留下了满
山熟透的梨子， 更留下了我们党、红
军与百姓的鱼水深情 。 当初害怕兵
患、躲避部队的桂阳县燕山村李家穷
苦老百姓，就是从“夜宿梨山 ”中 ，最
直接也最深刻地认知了中国共产党，
并下定了“一定要跟共产党走 ”的决
心。爱人民者人民爱 ，得民心者得天
下。正因为赢得了民心 ，得到了人民
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才
能克服千难万险，夺取长征的伟大胜
利。

“夜宿梨山”折射出来的道理，不
仅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更是我们
走好新的长征路的根本保证。 今天，
我们不仅要缅怀先烈 ， 更要不忘初
心，传承好伟大的长征精神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
力量，汇聚不竭的力量源泉。

梨
山

� � � � 1996年7月25日萧克将军题写的“梨山纪念亭”亭名。
肖井冬 摄

� � � � 6月19日，梨山纪念亭。 肖井冬 摄

荨荨（上接1版）
除了规模持续扩大， 中非经贸结构也在

不断优化。2018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对非出口金额， 占中国对非出口总额的56%。
2018年，中国自非进口同比增长32%，其中非
资源类产品进口显著增加。埃及的柑橘、南非
的葡萄酒、 加纳的可可豆……非洲农产品深
受中国消费者喜爱，非洲的钢材、铜材、化肥
等工业制成品也陆续打入中国市场。

6年来，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对接， 同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相对接，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
相对接，携手打造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大量中国企业走
进非洲，中国对非投资“井喷式”增长。2015年
1月，中国与非盟签署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 承诺帮助非洲国家建设现代
化的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升级交通体系，
最终帮助非盟54个非洲国家实现互联互通。

新兴合作领域方兴未艾，金融、互联网、清
洁能源、 旅游等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掘金
点”。华为、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企业，在非洲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输出平台、提供技术、分
享经验，为当地注入数字化转型的活力。

据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介绍， 截至2018年
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各类企业超过3700家，对
非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60亿美元。

从坦赞铁路，到杂交水稻，再到数字经济……
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同非洲的经贸
合作中生根发芽。越来越多非洲人民摆脱饥饿，
越来越多非洲国家走上发展轨道， 这正是中非
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累累硕果， 也是中非共筑
更紧密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中国农企扎根非洲十多年
对非援助，是中非经贸合作最初的形式，

也是最为特殊的形式。 它承载着非洲国家减
贫、发展的希望，饱含着中国对非洲人民的深
厚感情。

从利比里亚到塞内加尔， 再到马达加斯
加、 塞拉利昂……中国的农业企业、 农技专
家， 带着高产的杂交水稻种子， 奔赴非洲大
陆，将技术、经验倾囊相授，只为保障非洲人
民的“口粮”。

“地图上贴着的小红旗，记录了这些年在
非洲推广杂交水稻的脚步，遍布东南非、西非
和北非近20个国家。”身为袁氏种业副总经理
的姚震球说， 非洲当地杂交水稻品种的平均
产量只有每公顷2～3吨， 而中国品种的平均
产量在7.5吨以上。

在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的指导
下， 袁氏种业的农技团队扎根马达加斯加岛
十多年，成功培育出5种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
高产杂交水稻种子。不久前，袁氏种业技术专
家胡月舫负责的杂交水稻田完成初步测产，
每公顷产量高达10.8吨。

“我没有想到他的杂交水稻产量会这么
高，因为这里的水资源并不充足。”让诺校长
带着马义奇农业培训支持中心的学生专门前
来试验田进行实践教学。

中国对非农业技术援助远不止于此。肯
尼亚小伙艾伦·琼巴今年只有28岁，却早已是
肯尼亚西部维希加郡知名的农业能人和温室
技术专家。

就在几年前，一直习惯“靠天吃饭”的琼巴，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潜叶虫、枯萎病。碰上病虫害
肆虐， 他和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苗枯萎
死去。2014年10月， 一次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
经历，改变了琼巴和许多同龄人的命运。

培训班由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专家在埃格

顿大学组织举办，授课内容包括温室原理、温
室安装与维护、 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等。很
快，琼巴就把“中国知识”学以致用，帮助附近
农民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指导搭建绿色大棚。

中国技术不但让非洲人民吃饱饭， 还要
帮他们过上好日子。

非洲“深度学习”中国经验
近年来，随着来自中国的资金、技术、人

员、经验、平台加速进入非洲，中非经贸关系
正出现深度融合的“裂变效应”：不再是简单
的贸易往来、技术援助、单向的投资，而是双
向的多元互投格局，是产业链的无缝对接，是
经济、社会的全面融入。

往返肯尼亚港口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的
现代化铁路—————蒙内铁路， 全套采用中国
标准、中国技术和中国装备。除了建设铁路，
中国还和肯尼亚方面签订了为期10年的运营
维护合同，以“全流程合作”“手把手传授”，成
为中非经贸合作深度融合的典型代表。

据蒙内铁路运营公司总经理李久平介
绍，运营两年来，已累计运送超过300万名旅
客，同时采取以师带徒、脱产培训、日常培训
等方式加强中肯融合， 全方位推进中国铁路
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标准的转移， 为当地
培养了大批现代化铁路管理人才。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与非
洲之间的基础设施合作在更大范围内铺开。
从高速路到港口，从桥梁到机场，这些项目为
非洲互联互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带动中国
的技术、装备、标准和服务加快融入非洲。

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项目累计聘用
当地员工超过8000人， 为阿尔及利亚培养了
2000名左右技术骨干。“中国企业让我有家的

归属感， 我的四个孩子都想跟着中国人学好
技术，自食其力。”今年50岁的阿尔及利亚电
焊工穆萨， 已在中建五局的非洲工地上工作
了20多年，早已把中国企业当成自己的“家”。

在埃塞俄比亚， 中国鞋企华坚集团的工
厂解决了当地数千人的就业。 华坚集团的成
功，受益于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的建立。这
个由中企建设运营的境外工业园， 目前已聚
集约80家企业入驻。

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 园区往往是
增长“引擎”。如今，园区平移到非洲，深化了
我国对非产业链的整合， 提升了当地的工业
化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境外合作园区，正成
为中非投资合作、产能合作的新支点。

受访的中非业界、国际组织人士认为，近
年来， 中国企业在对非投资的方向上呈现出
新趋势：开始从单纯投资向深度扎根转变，且
投资意愿更加主动积极， 正不断适应和满足
非洲投资需求的变化，呈现出更大范围、更高
水平的格局。

为双方合作建“贸易新桥”
为促进中非产业合作和贸易便利， 湖南

省今年2月组建了专门为湘非企业服务的公
共平台—————湖南-非洲企业合作中心。至
今，已引进包括贝宁、加蓬、津巴布韦等在内
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士入驻， 收到26
个国家青年人士的入驻申请。

来自贝宁共和国的小布来到中国读书工
作已有10年，今年4月，在湖南-非洲企业合作
中心的帮助下， 小布在长沙注册了一家国际
外贸公司。主要业务是从欧洲回收塑料，运到
非洲处理成原材料，再运到中国进行深加工，
生产出电视机、冰箱、电脑等，再将这些产品

卖回非洲。
“这不仅给非洲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还

能帮助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到非洲。我
非常感谢这个能直接进行国际创业、 国际合
作的平台。”小布说。

湖南-非洲企业合作中心有关运营负责
人马楚航说， 合作中心将引领入驻企业成为
推动中非经贸发展的重要抓手， 之后以点带
面，逐步实现国际产能转化，搭建更多“贸易
新桥”。

设立中非经贸博览会， 正是因应新时代
中非经贸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以及新需求，
打造综合性的中非经贸合作新机制、 中非合
作论坛经贸举措落实新平台、 地方对非经贸
合作新窗口。

“设立中非经贸博览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国
内各部门、地方、企业、智库、金融机构和民间的
对非合作优势，汇聚更广泛、更全面的对非经贸
合作力量。”湖南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说。

本届博览会上将签约“中国-德国-加纳第
三方市场合作项目”， 具体涉及生物质沼气发
电、光伏发电、垃圾焚烧发电、雨水收集和水循
环处理项目等。其创新之处在于，该项目由湖南
省贸促会、德国梅前州政府、加纳政府相关部门
共同推动， 项目签约后将组织湘德企业到加纳
展开投资、国际产能合作和实业开发。

“这种合作模式在全国不多见，实现了将
德国的技术、 非洲的市场和湖南的产能相融
合。”湖南省贸促会会长贺坚表示。

对小布而言，如今在湖南的生活，与中非经
贸合作一样前景可期。“我们那边产腰果，但是加
工的技术不好。我想把湖南的技术、设备、经验带
回非洲，提升加工质量，再卖到中国。”

“海不辞水， 故能成其大。”26亿人民携
手，中非经贸关系定会百花齐放春满园。

（原载《参考消息》6月26日10版）

中非经贸合作迈向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