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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事】

“我们生在世界上，假使和那寄生
虫一样，春来也好，秋去也好，一味甘食
美衣，玩日愒岁，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
由幼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空空过
此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 ”

94年前，13岁的寻淮洲在作文本
上写下这样的追问。

7月22日，记者在浏阳市档案馆，
见到少年寻淮洲就读于浏阳市莲溪
乡立高等小学校时的作文本。

这位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年
轻的红军军团长，15岁参加革命离开
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被精心
收藏在阁楼上的作文本，成为他留给
母亲最鲜活的记忆。

13岁 ，立 志 “与 国 家
做些大事业”

盛夏的午后， 记者从浏阳市出发，
驱车往北，穿过烈日炙烤的田野，来到
位于浏阳市北端的社港镇淮洲村。

寻淮洲故居坐落在两排竹林掩
映的小道尽头，是土木结构的农家三
合院，2012年经过修缮后正式对外开
放。 主屋为寻淮洲烈士生平事迹陈列
馆，左侧为卧室、横厅、厨房，右侧为

农具房。
“寻淮洲故居是镇里的党员教育

基地，每年新党员宣誓都会组织来这
里学习。 ”社港镇政府基层党建办工
作人员滕艳告诉记者。

滕艳经常承担讲解任务，对寻淮
洲事迹已经铭刻于心。 采访中，她为
记者进行了讲述。

1925年，13岁的寻淮洲考入莲溪
乡立高等小学校，在学校接触到《向
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
革命思想， 还积极参加了儿童团、学
生联合会、“反日雪耻会”和农民协会
等革命团体。

在寻淮洲留下的作文本里，可以
读到他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主动思
考。

对于近代以来我国领土主权遭
到列强侵略、瓜分的现实，寻淮洲认
为，“无非因我国人民的知识浅陋，没
有团结的思想所致”。 在《对于农民
协会的我见》《对于浏北学联会应否
加入的我见》文章中，他提出“多设平
民学校”“启迪民智，以此救国”。

他思考革命的意义。 在《个人革
命的可贵》一文中，他认为，“革命的意
义，是革除腐劣而建新优：如社会黑
暗，便起社会革命；政治腐败，便生政

治革命”。他明确认识到，民国的国民，
不需要忠于君主，但要“抱定一个忠
字去忠国”。

在题为《现在的我》的习作中，寻
淮洲立下决心和志向：“对于学业上，
应该致猛力前进， 求一些丰富的知
识；对于身体上，应该竭力锻炼，求一
个强健的身体，对于办事方面，更应
该随时联系，养成很好的才干，预备
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

21岁， 成为最年轻的
红军军团长

寻淮洲很快便将“与国家做些大
事业”的志向付诸行动。

1927年，15岁的寻淮洲参加了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并随起
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走上革命道路。

寻淮洲作战勇敢， 又有智谋，屡
建奇功。 故居陈列馆情景再现了寻淮
洲“孤胆夺枪”的传奇故事。

1929年春节， 部队在遂川休整。
31团团长张子清与排长寻淮洲商议，
红军武器装备紧张，准备派他带领20
名战士去土豪家夺枪。 据侦察，这户
卢姓土豪的家距离遂川城约15公里，
家里有10条枪，但家丁众多，附近还
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驻守。 寻淮洲说：

“去20个人， 行动不便， 容易走漏风
声，我一个人去就行！ ”

寻淮洲穿上一身放牛娃衣衫，带
一条麻绳、 一个杀猪用的铁钩子、两
支驳壳枪和两枚手榴弹，只身一人来
到土豪家，悄悄翻墙进屋，一把抓住
卢姓土豪的衣领， 用手枪顶住他的
头，声称自己带来了3个排的人，只要
一有枪声， 就会冲进来杀死他全家
人，土豪只好乖乖地让家丁把枪送到
寻淮洲面前。 寻淮洲扛着缴获的10支
枪， 命令卢姓土豪把自己送出村子。
临走时，他故意喊道：“一、二、三排，
跟我撤！ ”就这样，寻淮洲不费一枪一
弹，圆满完成任务。

在中央苏区，寻淮洲参加了五次
反“围剿”作战和两次入闽作战，战功
卓著。

1933年4月， 中革军委组成以红
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寻淮
洲所率部队受东方军指挥，参加了开
辟闽北新苏区的任务。 在一次遭遇战
中，寻淮洲展现了坚毅果断、机动灵
活的指挥才能，开创了红军一个团的

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战绩。
10月中旬，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七

军团，任命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
政委，粟裕为参谋长。 这年，寻淮洲年仅
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22岁，壮烈牺牲埋骨皖南
“寻淮洲离开家后，家里人一直

没有他的音讯，他牺牲的时候，家人
也丝毫不知情。 ”在故居采访时，寻淮
洲侄孙寻仕堂告诉记者，曾祖奶奶直
到去世，一直牵挂着寻淮洲，为他流
泪，把眼睛都弄坏了。

寻仕堂记得， 解放后的一天，一
位在省城工作的堂祖父带来了他保
存的一张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
日的《中国日报》，上面有一则新闻，
提到了寻淮洲的名字。 这张国民党的
报纸，将红军称为“赤匪”，称寻淮洲
为“匪首”。 那是家人第一次获得关于
寻淮洲的消息。

民国二十三年，正是1934年。 就
在这则新闻见报后2天， 寻淮洲在一
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那年7月， 寻淮洲任军团长的红七
军团奉命组成抗日先遣队。 在“左”倾冒
险主义的干扰下，被迫离开闽北向浙西
开进，遭遇敌军围追堵截。 12月14日，在
皖南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面对数倍于
我的敌人，寻淮洲亲率一尖刀排夺回制
高点，激战中，腹部中数弹，流血不止，
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寻淮洲牺牲后，当地群众与红军游
击队一起，将其遗体葬于茂林附近的蚂
蚁山上。 后来，国民党七十九师为邀功
请赏，不惜掘墓破棺，割走寻淮洲烈士
的头颅。 悲痛万分的红军游击队又和群
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遗骸暗
中移葬于蚂蚁山的隐蔽处。

1938年5月， 新四军一支队在陈
毅司令员率领下，踏着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的足迹向江南敌后进军。 他们
在茂林西边的荒山坡上找到了寻淮
洲的荒冢。

陈毅为寻淮洲亲笔撰写墓志铭：
“青山有幸埋忠骨， 寻淮洲同志是红
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
为革命利益、 民族利益牺牲到底，足
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

13岁时作文本上的追问，寻淮洲
用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做了最好
的回答。

� � � �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陈昂昂） 根据省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安排，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7月23日至25
日， 省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
第14组赴益阳安化县开展督查调
研。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参加。

督查组一行采取“四不两直”
方式，顶着烈日酷暑，车、船、步行
多种方式并用，深入贫困村走访。
柘溪库区地处偏远， 车船难以直
达，督查组一行辗转来到这里，走
访远离村部市集的边远院落和农
户，详细调查了解“两不愁、三保
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期间，
督查组共走访5个乡镇、6个村和
33个农户家庭，并召开座谈会，就

发现的问题与当地交流反馈。
督查组指出，脱贫攻坚越往后

难度越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
特别是重庆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工作韧
劲和定力，切实做到“四个不摘”。要
坚持问题导向，对照“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标准全面排查摸底，尤其要
抓好库区和边远地区突出问题的
整改落实。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进
一步抓好驻村工作队的派驻和管
理，优化人员结构，加强督导检查，
切实压实责任。 要着力提高脱贫质
量，强化脱贫举措，特别是加大产业
扶贫力度，防止“一兜了之”，确保脱
贫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基地概况】

今年上半年， 任弼时纪念馆
共接待观众40多万人次， 自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来，观众接待量大幅增加。

任弼时纪念馆地处湖南省汨
罗市弼时镇， 于1978年正式对外
开放， 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开国
元勋任弼时同志专题纪念馆。
2005年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开放41年来，
共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达1500万人
次。

任弼时纪念馆占地面积169
亩，馆舍面积2万多平方米，由任
弼时故居、生平业绩陈列馆、铜像

广场、文物馆、植物园、市委党校
第二校区六大部分组成， 有馆藏
文物、文献资料4000余件。 在这
里，观众可以参观“任弼时生平业
绩陈列”“百岁老红军陈琮英图片
资料展”以及“任弼时故居复原陈
列”。

近年来， 纪念馆立足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和使用，在
陈列展览、宣传教育、文物保护、
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纪念馆挖掘红色资源， 打造党性
教育生动课堂，与省内外200多家
学校、机关、企业、社区达成馆地
共建关系。今年以来，讲解员实行
阵地讲解2415批， 馆研究人员讲
授党课40余堂。

� � � �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余
蓉）新高考“3+1+2”模式下考生如何
选科？ 高校招生专业对选科有哪些要
求？ 7月25日， 湖南省教育厅发布通
知，公布了2021年来湘招生普通高校
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供2018年进
入高中一年级学生选科参考，学生可
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及特长，结合拟报
考高校及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合理
确定选考科目。

此次公布的2021年拟来湘招生
的普通高校共1706所，其中本科高校
1093所。 如有新增高校及招生专业，
其选考科目要求另行公布。 2021年拟
在我省实际招生的学校和专业以高
考当年最终公布的为准。

在湘招生普通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
目要求在湖南教育政务网（http://jyt.
hunan.gov.cn/） 和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https://www.hneeb.cn/hnxxg/）进行

公布。 学生、家长及各高中学校可下载查
阅。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州、县市区要组织
开展相关宣传培训，做好政策解读，加强
对高中学校选科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引导
学生合理选科；要进一步加强对高中学校
开展选课走班教学的基础条件保障，努力
扩充教学资源，合理安排学校师资，确保
高中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顺利进行。

【链接】

关于普通高校招生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的说明

（3+1+2模式）
一、适用范围。 此次公布的各高校

选考科目要求（3+1+2模式）是高校在
实施高考综合改革“3+1+2”选考科目
模式的省份对学生提出的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的选考科目要求。

“3+1+2”模式是指：“3”为全国统考科

目语文、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考；
“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的物理、历史科目中
选择1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
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个科目
中选择2科。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将按
选考物理、选考历史两个类别分别公
布招生计划、分别划线、分别进行投
档录取。

二、数据结构。 各高校选考科目
要求（3+1+2模式）以本科专业或专业
类为单位设定首选科目要求、再选科
目及再选科目要求。 首选科目要求包
括仅物理、仅历史、物理或历史均可3
种；再选科目包括政治、地理、化学、生
物4科，根据再选科目数量，选考要求
分为“考生必须选考该科目方可报
考”（1科）、“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2科）、“考生选考其中1门即可报考”
（2科）和“不提再选科目要求”。

三、设置首选科目要求。 高校各专
业根据本校培养实际对于考生的物理
或历史科目提出要求，“仅物理”表示首
选科目为物理的考生才可报考，且相关
专业只在物理类别下安排招生计划；

“仅历史” 表示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
才可报考，且相关专业只在历史类别下
安排招生计划；“物理或历史均可”表示
首选科目为物理或历史的考生均可报
考， 且高校要统筹相关专业在物理、历
史类别下安排招生计划。

四、设置再选科目及要求。 高校各
专业根据实际从再选科目中选择1
科、2科或“不提再选科目要求”。 选择
2科的，再选科目要求分为“考生均须
选考方可报考”或“考生选考其中1门
即可报考”。 选择“不提再选科目要
求”的，不能同时再提1科或2科要求，
考生选考科目符合高校提出的首选
科目要求即可报考。

最年轻的红军军团长寻淮洲：

作文本成为留给母亲的最鲜活记忆

———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任弼时纪念馆：

打造党性教育生动课堂

确保脱贫工作持续性稳定性
省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第14组

赴安化开展督查

� � � � 在任弼时纪念馆的展厅里，
陈列着一件文物———一个老式的
台历，简易的铁制底座，最上面的
一页显示的日期是1950年10月
25日。 这是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
驼、 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
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到生命最后一
刻的日子。

1950年10月24日深夜，在北
京景山东街一处简陋的寓所内，
绿色的台灯一直亮着， 任弼时坐
在桌子边， 手里拿着一只红蓝铅
笔， 正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一幅朝
鲜地图。 陈琮英拿了一件大衣披
在任弼时的身上。 任弼时想起了
前线的战士们， 不禁自言自语起
来：“东北这时比这冷多了！ ”

时针指向深夜十二点， 任弼
时在地图上划下了最后一个红
圈，伸手把台历翻过了一页，心里
计划着第二天———10月25日的工
作。 这时，他的头越来越重，实在
支持不住了， 只得把几份地图和
几份文件搬到床上躺下来。

凌晨， 当陈琮英被一阵呻吟
声惊醒的时候， 任弼时已经不能
说话了。 桌子上的台历永远地停
留在了10月25日这一页上。

其实早在1945年， 任弼时就
被诊断出患有十分严重的高血压
等疾病， 但他仍然坚持着繁重的
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向琼 李娜 整理）

最后一页日历
【藏品故事】

湖南公布新高考选考科目要求

� � � �寻淮洲在莲溪乡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时的作文本和作文。（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任弼时纪念馆。（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颜文展 黄震宇

【红色档案】

高考招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