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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征仍然需要
“硬骨头”

刘文韬

作为一名在战斗中多次负伤的红军
指挥员，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贺炳炎将军
不会不知道，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将自
己的手臂截掉，会承受多大的痛苦，但他
仍坦然地让医生实施了“手术”。

“这是贺炳炎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
头，你们看有多硬！ ”“骨头”的“硬”，是一
种意志，这种意志，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
在艰苦磨砺中锻造出来的； 是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缘自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比坚
定和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正是凭
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才使贺
炳炎经受住了非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
考验，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段传奇。

长征途中，正是有千千万万像贺炳炎
这样的红军将士， 凭着铁一般的信仰、铁
一般的信念，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牺牲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及恶劣
的自然环境作殊死的搏斗，才最终取得长
征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军人要有
些血性。军人的血性是什么？就是为了国家
和民族不惜抛洒自己的一腔热血。 今天，时
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但使命依然未变。
走在新长征的路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依
然要有血性，依然“骨头”要“硬”，只有这
样，才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才能
抵挡住“酒绿灯红”的一切诱惑，才能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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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 手臂被锯子慢慢
锯掉，有多疼？ 能忍受吗？ 个中痛苦，不敢想
象，也恐怕非一般人可以承受。

然而，84年前，在红军长征途中，却有一
位红军指挥员，为了能继续打仗干革命，在没
有任何麻醉的条件下，硬是凭着惊人的毅力，
让医生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锯子， 将自己负伤
的右臂，连骨带肉，整条锯掉，充分展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这位红军指挥员， 就是时任红二军团五
师师长、后被毛泽东誉为“独臂将军”的共和
国上将贺炳炎。

6月下旬，记者来到绥宁县黄土矿镇同乐
社区。 蹚着碎石小径，穿过几栋古朴的乡村民
居，一栋褐色的老木房子静静伫立。 这便是当
年红军的战地临时医院旧址。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当地政府的修复，旧
址仍保持原样。 一间小小的木屋内，一张由两
条板凳、一块门板搭建的“手术床”架立其中。
旁边的木板墙上， 挂着一把木工用的锯子和
一卷深褐色的麻绳。

“我父亲告诉我，贺炳炎将军当年就是在
这间屋内，用这样简陋的工具做的手术。 ”红
军后代、 同乐社区党支部委员袁均尾感慨地
说。 他的父亲袁公仕时任红五师通信员，曾目
睹了贺炳炎当时在战斗中负伤以及做“手术”
的难忘情景。

1935年12月21日， 红二军团到达绥宁桃
坪至黄土坑（即今天的黄土矿）一带。 国民党
军队为了阻挡红军向西南挺进， 连夜赶到黄
土坑与瓦屋塘之间的鸡公坡一带布防， 企图
南北夹击红军。

第二天， 担任前卫的贺炳炎红五师第十
五团在经过鸡公坡的土地坳时， 遭遇敌人的
阻击，双方发生激战。

“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红军久攻不
下，伤亡较大。 当时贺师长急了，大喊一声‘同
志们，跟我冲’，便端着枪往上冲。 ”袁均尾向
记者转述父亲告诉他的战斗场景。

红军战士们见师长冲锋在前， 也全都跃
出简易战壕， 与敌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
斗。

敌人的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扫向红军，不
时有红军战士倒下， 冲在前面的贺炳炎也不
幸右臂中弹负伤，血流如注。

自1929年随父亲参加贺龙的红军部队以
来，贺炳炎在历次战斗中曾5次负伤。 每次负
伤，他都是简单包扎一下就继续战斗。 这次，
他挣扎着仍想继续往前冲， 可踉踉跄跄地没
走几步，便一头昏倒在地。

由于受伤严重，鲜血难以止住，贺炳炎被
转移到距战场一山之隔的黄土坑战地临时医
院救治。

袁均尾的父亲袁公仕， 也在这场战斗中
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将尾骶骨打穿， 送到了战
地临时医院。

袁均尾说：“经过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
的紧急抢救，贺炳炎的伤口不再流血，人也渐渐
清醒。他看到我父亲躺在旁边的担架上，还笑着
问，‘红小鬼，痛不痛？ ’父亲回答说‘不痛’。贺炳

炎赞许地说，‘对，红军就是要不怕痛。 ’”
得知贺炳炎身负重伤， 军团长贺龙也急

忙策马赶来，查看爱将的伤情。
经过医生检查，贺炳炎伤势非常严重，只

有尽快截肢才能保住性命。 可当时，战地医院
仅有的一点医疗器械已随总部机关转移，一
时难以运回。 医生只好从附近老乡家找来一
把木工用的普通锯子， 准备用它来锯掉贺炳
炎受重伤的右臂。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准备手术时，医务人
员翻遍药箱， 却找不到半点麻醉药， 只有吗
啡。 但是，吗啡虽然可以止痛，可用多了会损
伤大脑，而且还可能上瘾。

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半昏迷状态的贺
炳炎说话了：“我不要吗啡，直接锯吧。 关云长
都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呢。 ”

贺彪只得将一块毛巾塞进他嘴里， 并要
几名战士按住他的四肢。 但贺炳炎却提出用
绳子将自己绑在门板搭成的“手术床”上。

将他全身绑定， 又用盐水将伤口简单消
毒后，“手术”开始了。 起初，医生有点紧张，怎
么也不敢使劲， 贺炳炎鼓励说：“我自己都不
怕，你还怕什么？ 来吧！ ”

随着木锯“吱嘎吱嘎” 一点一点地慢慢锯
下，贺炳炎疼得两腿伸得笔直，左手死死抠住门
板边， 豆大的汗珠直往外涌， 却硬是没有哼一
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痛苦煎熬，“手术”终
于完成。 而他嘴中的毛巾，已被咬出几个大洞。

手术后， 一直在外守候的贺龙进到屋内
询问情况。 贺炳炎看到他的第一句话便问：
“总指挥，我还能打仗吗？ ”贺龙紧紧握住他的
左手，眼含热泪说：“你不是还有左手吗？ 只要
有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 ”

贺龙又从地上捡起几块截下的碎骨，用
随身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 说：“我要把它们
留起来，长征还刚刚开始，以后会遇到更大的
困难，到时我要拿出来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
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你们看有多硬！ ”

失去右臂的这一年，贺炳炎22岁。 就在手
术后的第7天，他又回到了前线，继续指挥部
队驰骋疆场，直至革命胜利……

贺炳炎忍痛断臂的壮举， 令当地百姓深

感震撼和钦佩。 他们为红军将士的惊人意志
所倾倒，更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所折服。 大
部队走了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和照顾
了留下来的红军伤员。

袁均尾说，当时包括他父亲在内，还有21
名红军战士因伤重不能行军， 被托付给当地
村民。 村民们将他们收留，有的认作儿子，有
的当作女婿，从而躲过了敌人的疯狂搜捕。 他
父亲其实原名叫盛芳珍， 后因被一位袁姓村
民认作儿子，便将名字改成了袁公仕。 他一直
保持红军本色，新中国成立后，还先后担任过
村里的农会武装委员、生产队长。

硝烟已逝。青山掩映下，今天的黄土矿镇一
派安逸祥和。 而在战地临时医院旧址的一堵木
板墙上， 还张贴着一幅当年贺龙看望红军伤员
后，有感而发的题词：“为苏维埃流血最光荣！ ”
仿佛在提醒人们，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记者再走长征路
断臂将军

� 6月28日，绥宁县瓦屋塘镇，鸡公坡战役贺龙指挥部及其纪念设施群。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蒋伟 黄健）今天，记者从湖南轨道集团获
悉，截至6月底，全省完成铁路建设项目投资
98.88亿元，其中湖南省出资40.5亿元。 全省8
个铁路在建项目稳步推进，4个铁路规划项目
取得积极进展，10个已通车项目收尾工作进
展顺利。

备受全省关注的常益长高速铁路已完成
征拆协议的签订， 先行开工点的征拆资金已
拨付到位，征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三电及管
线迁改已进场实施，随着土建工程招标完成，
常益长高速铁路建设将加快推进。 黔张常、蒙
华铁路迎来攻坚决战，预计年底前建成通车，
其中黔张常铁路湖南段铺架工程已全部完

成，完成总投资的80%，蒙华铁路轨道已全线
拉通，完成总投资78%。渝怀铁路复线、张吉怀
铁路建设正处于攻坚阶段， 渝怀铁路复线完
成总投资的62%， 张吉怀铁路开工率达到
80%，完成总投资的38%。此外，长株潭城际铁
路与石长铁路联络线控制工程征拆工作已经
完成,已全面启动建设，焦柳铁路怀柳段电气
化改造和湘桂铁路永州扩能工程建设正全面
推进。

规划项目长赣高铁、 长沙西至湘潭北至
株洲西铁路正在进行可研批复的前置工作，
可研报告已上报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襄
常高铁、铜吉高铁已召开可研评审会议。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孙晨晖 ）7月7日至9日，2019年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北京世园会”）
“湖南日”主题活动将在北京举行。 省林业
局局长胡长清介绍，“湖南日” 以“幸福湖
南，‘湘’聚北京”为主题，届时将充分展示
光辉灿烂的湖湘文化和我省丰硕的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 今天，14件盆景作品从常德
桃源装车发往北京，为“湖南日”添彩助阵。

据了解，为筹备“湖南日”，我省先后往
北京运送了16件盆景， 有我省常见的枸
骨、凤尾竹、金弹子等特色品种，也有真柏、
罗汉松、五针松等松柏类品种，涵盖了水旱
盆景、树桩盆景、悬崖盆景和丛林式盆景四
大类， 其中不乏全国盆景类的金、 银奖作
品。“湖南日”主题活动期间，观众可以在中
国馆的湖南馆内观赏这些带有湖湘文化气

质的盆景艺术作品。
目前， 湖南展馆和展园的准备工作已

经基本就绪。湖南馆位于中国馆二楼，面积
100平方米， 是一座融合了湖湘文化之魅
力和三湘四水之灵秀的传统园林庭院；湖
南园位于中华园展区， 面积约2450平方
米，“湖南日”期间，将推出“多彩‘辣椒梦’”
“湘稻献礼”特色园艺景观，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北京世园会于4月28日晚间开幕。“湖
南日”主题活动由省贸促会联合省林业局、
省农业农村厅、 省文旅厅、 省商务厅等单
位，组织张家界、永州、怀化、益阳等市州相
关企业参加， 期间将组织开展扶贫和非遗
文化展览展示、招商推介等十余场活动，并
邀请20多个国家的嘉宾出席，向中国和世
界推介一个新湖南。

世园会“湖南日”主题活动7日启幕
14件湖南盆景作品昨日赴京为“湖南日”添彩助阵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石荣） 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百
万减残关键技术培训班暨卒中中心建设
培训（湖南）会上获悉，我省首个“移动卒中
单元”在湖南省脑科医院建立，此举开创了
我省卒中抢救的“新模式”“新速度”。

卒中也叫脑卒中，即俗称的“中风”，是
我国民众第一位致死病因，其救治具有极
强的时间依赖性。统计表明，我国有80%的
脑卒中患者不能在发病3小时内抵达医
院，98%的患者不能在黄金时间（时间窗
3.0～4.5小时）接受溶栓治疗。 作为湖南卒
中联盟主席单位的省脑科医院， 此次引进
我省首台移动卒中救护车（车载移动CT），
装配了小型移动CT、相关检验设备、监测
设备及5G信息化支持系统，融检查、CT诊
断、溶栓治疗、监测为一体。这所特殊的“移
动医院”，将从原来边“走”边“查”式，一举

实现边“走”边“治”模式，在院前就能完成
全部检查检验，还可通过5G网络无缝对接
医院卒中专家团队，获得技术支持和指导，
明确诊断后即可在车上对症治疗，极大地
缩短了救治时间。

省脑科医院院长王枭冶介绍，此次医
院建立“移动卒中单元”，将最新的科技创
新成果引入湖南，最大程度提速救治时间，
减少大脑损害，保护病人生命，为我省特殊
环境下的医疗救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
决方案。

据悉，省脑科医院还为卒中患者开发
了一款急救软件———卒中（中风） 救治
APP。目前，手机下载该软件或微信添加小
程序后，用户可以迅速判断是否中风，定位
发病位置，联系医院卒中中心，接受专业健
康指导； 医院还可根据需要， 协同相关部
门，实现快速救援。

“移动医院”边“走”边“治”中风患者
我省建立首个“移动卒中单元”，极大提速救治时间

常益长高铁建设加快推进
全省8个铁路在建项目稳步推进， 4个铁路规划项目取得

积极进展， 10个铁路已通车项目收尾工作进展顺利

跨越300多个日夜的思念
湖南2支援非医疗队载誉归来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倪友平 蒋荣志 ）7月4日上午，在
非洲工作近13个月的中国（湖南）第20批
援塞拉利昂医疗队、 第16批援津巴布韦医
疗队共30名队员乘机抵达长沙。 至此，这
两批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全部平安归来。

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国内到达口，由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领导、 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等派员单位负责人，以及队员的同事、家
属等组成的庞大“亲友团”，拉着横幅、捧着
鲜花， 迎接30名援非队员回家。 握手、拥
抱、亲吻，现场欢笑与泪水交织。

回忆起这段援非经历， 李富军副教授
品到了“酸甜苦辣”，李劲东副教授觉得“苦
中有乐”，汪玲副教授感到“难忘”，田焱副
教授认为“值得”，刘慧主治医师觉得生活
充实而“丰富多彩”，牛克松副教授说：“每
次看到国旗升起，都在胸中回荡着‘爱国’
的声音。 ”

非洲的生活环境艰苦、医疗条件简陋，
队员们发扬“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
医疗队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非洲人民提
供医疗援助， 也为当地华人华侨的健康保
驾护航。为了更广泛地服务非洲民众，医疗
队还利用假期走出医院， 为社会各界提供
义诊服务，促进了中非人民的友谊。为了提
高当地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 队员们除了
在日常工作中言传身教外， 还利用工作之
余编写了各种英文培训资料， 利用当地报
纸和电台，开展健康知识讲座等。

援非医疗队的工作，获得了当地人民的
赞许，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 塞拉
利昂副总统为援塞医疗队员们颁发了“塞拉
利昂共和国政府公共卫生合作奖”， 中国驻
塞大使馆分别给国家卫生健康委、湖南省人
民政府和中南大学发来感谢信。 中国驻津大
使馆经商处给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发来感谢
信，感谢队员一年来的奉献和付出。

� � � � 6月28日，绥
宁县黄土矿镇彭
家祠堂红军战地
医院旧址， 这间
房就是“独臂将
军 ”———共 和 国
上将贺炳炎当年
进 行 手 术 的 地
方。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 7月4日，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援非医疗队队员收到儿子甜蜜的吻。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记
者从湖南省教育厅了解到，由省教育厅、省发
改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社
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电局、省妇联九
部门联合发布了《湖南省中小学生减负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开展中
小学违规办学整治等十个重点任务， 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中小学生减负专项行动。

中小学违规办学行为将得到全面整治，
《方案》要求要重点纠正教育教学、招生编班、
教辅管理、补课办班等方面的违规行为。

校外培训机构将全面纳入监管范围。《方
案》 要求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常态化管理

机制，督促校外培训机构依规登记诚信经营，
重点治理“虚假宣传”“超标培训”“与升学挂
钩”等问题。 对培训机构的执法检查每年不少
于两次。

减负需要家校协同，我省将出台《湖南省
家庭教育指导意见》等，健全家校合作机制和
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网络，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促进家庭履行关爱、教育和监护责任，
促进家长端正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落实
家长在科学教育孩子、 减轻学生负担中的责
任。

为了落实好校内课后服务， 各地要根据
相关文件落实好政策，规范学校课后服务，支

持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进一步严格活动竞赛管理。 教育行政部

门要以法律法规或省部级以上文件为依据，
从严控制、严格审批、严格监管面向中小学生
的各类竞赛活动，查处违规办赛。 公安机关和
民政部门要对“山寨社团”“离岸社团”举办以
营利为目的的全省性赛事，坚决予以查处。

深化考试招生改革，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
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全面实施基于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式， 将优质高中招
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普通初中。 强化高
考育人导向，稳妥推进我省高考综合改革。

同时，要加强舆论引导，努力破除“抢跑
文化”“超前教育”“剧场效应”等功利现象，营
造良好育人氛围。

九部门联合发文给学生减负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孟姣燕 ）
省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 1-5月， 湖南规
模工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5%， 增幅
比1-4月回落0.7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增
速高2.4个百分点； 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10.8%， 增幅比1-4月回落
7.4个百分点。

盈利能力保持平稳提升。 1-5月， 由
于同期基数明显抬升， 全省规模工业利润
增速回落较大， 但仍保持两位数增长， 营

业收入利润率为5.44%， 同比提高0.15个
百分点； 每百元收入中的成本为82.31元，
减少0.50元； 资产利润率为6.81%， 提高
0.34个百分点。

大类行业全部实现盈利。 1-5月， 全
省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业整体全部实现
盈利， 25个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其
中 ， 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 增 长
76.0%， 拉动整个规模工业利润增长8.1
个百分点。

前5月湖南规模工业利润
同比增长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