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

小桥流水旁、青砖黛瓦间，南岳古镇南街
57号这座简朴的老房子，是曾瀛洲的家。

下午3时， 曾瀛洲安顿好结束午憩的妻
子，端坐到书桌前。 翻看着密密麻麻的手稿，
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身一头扎进书柜翻寻。

曾瀛洲是我省“党史国史教育最佳五老
宣传员”，已80高龄的他，至今仍每天坐在书
房藤椅上，在夜色之中、台灯之下，认真查阅
和抄写南岳的抗战资料。

曾瀛洲清瘦劲挺，目光灼灼。 他说，他挖
掘整理南岳抗战历史和红色文化,还有很多事
要做，要和时间赛跑!

� � � � “南岳不止于宗教文化，红色
光辉不能被忽略”

曾瀛洲1939年出生，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南岳人。 他的父亲当年作为进步青年，参加了
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中共代表周恩来、 叶剑英等先后在南岳发表
演讲或负责教学训练， 共培养游击干部3000
余名， 训练班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培育抗
日军事人才的摇篮。

“南岳因‘五岳独秀’闻名于世，其长久积
淀的宗教文化， 是促其成为著名景区的主
因。 ”曾瀛洲说，“但是，南岳不止于宗教文化，
南岳在抗战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

如果说曾瀛洲研究南岳抗战文化， 最初
是为了探寻父亲的足迹， 那么后来则是因为
红色文化的魅力所吸引。 他说：“在浩瀚的史
志资料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南岳。 ”

“这么多重要的抗战历史，如果不用图文
并茂的方式重新展示出来， 如何对得起那段
光辉的历史、如何对得起南岳这座名山？ ”他
决心拼尽余力,完成对南岳抗战文化的挖掘整
理。

然而，手头的资料都是碎片化的，没有现
成的资料可供参考。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发生

在南岳的重大事件在本地根本就没有记录。
1999年， 从南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

岗位退休后，得闲的曾瀛洲广泛阅读，搜寻线
索，一旦发现蛛丝马迹，便顺藤摸瓜。 他先后
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重庆、长沙、芷江等
地收集有关南岳的历史资料。

2005年， 曾瀛洲和妻子旷满春前往桂林
市图书馆和档案馆。 此行，他顺利找到1939年
5月29日的《救亡日报》，在第三版看到了叶剑
英在南岳佛教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
讲《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 令他意
外的是， 当他们两人为了节约费用投宿七星
公园栖霞寺，在与僧人聊天时，得知该寺竟收
藏着周恩来题赠南岳巨赞法师“上马杀贼下
马学佛”的手迹插图!
� � � �谈到这次桂林之行，曾瀛洲十分激动。 这
份意外之喜， 足以让他忘记那一年他心肌梗
塞“死里逃生”的经历。

每一份泛黄的案件卷宗,打开的就是一段
尘封的历史。 对于收集到的资料，曾瀛洲要一
一筛选，不会用电脑,他就一直坚持手抄笔记。
到现在， 他的手抄笔记垒起来有1米多高，超

过200万字。
这几年， 当发现一些历史资料因时光流

逝而损毁， 或听闻他走访过的抗日老前辈离
世，曾瀛洲就非常心痛。

“我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了……”曾瀛
洲沉思半晌，然后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但我
会一直坚持下去， 南岳的红色光辉不能被忽
略!”

“每编一本书 、 讲好一个
故事，我就年轻一回”

2017年，叶剑英诞辰120周年。 凤凰卫视
《凤凰大视野》在南岳的室内拍摄现场，灯光
明亮。 曾瀛洲踏着夜色，匆匆赶来。

一个多小时的录制， 曾瀛洲面对镜头侃
侃而谈。 那些风云际会的史实如同他自己的
亲身经历，平静而充满力量。

20年的奔走收集和整理， 曾瀛洲成了名
副其实的南岳历史专家。

他主编的《中共南岳地方史》2006年获衡
阳市史志部门党史科研成果二等奖，《抗战中
的南岳》2012年获省、市史志部门党史科研成

果一等奖，《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2015年获
省、 市史志部门党史科研成果二等奖， 还有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南岳佛教抗战文献
汇编》等书，都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在南岳区， 要讲南岳抗战历史和红色文
化，一句“请曾瀛洲来”就是“定心丸”。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南岳的红色文化，
曾瀛洲无数次深入社区、学校开展义务宣讲，
还在南岳大庙古戏台边向游客们讲述南岳的
抗战故事。

“今天你们看到的大庙古戏台，当年就是
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典礼召
开的地方。《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
生就站在这个位置， 指挥大家唱着这首歌开
赴抗战前线……”曾瀛洲的讲解史料翔实，生
动活泼，赢得游客们的阵阵掌声。

虽然已是南岳抗战历史的专家， 但曾瀛
洲却没有“架子”。 当地史志部门需要他千辛
万苦收集到的资料时， 他会毫不犹豫整理一
大袋;面对一位来自四川威县的参加过南岳抗
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的后裔， 他将掌握到
的资料倾囊相授；面对同行请教，他也毫无保
留；面对外出采访、宣讲等工作任务，他不会
丝毫迟疑……

但鲜为人知的是， 由于患有冠心病和肺
部疾病，每次出门，曾瀛洲裤兜里总是揣着多
种药。“让更多的人知道南岳抗战这段历史、
传播红色文化，是我的事业。 我觉得每编一本
书、每讲好一个故事，我就年轻了一回。 ”曾瀛
洲这样说。

在与年轻人的交流中， 曾瀛洲也了解到
一些新媒体传播方式。 他说，如今的信息传播
途径很多， 希望能有更多的部门或个人对南
岳的红色文化感兴趣。

“围绕南岳红色文化，将一个个故事和一
处处文化遗迹拍成短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
让更多人知道。 ”曾瀛洲说，只要是讲述南岳
抗战故事、传播红色文化，他都可以义务提供
尽可能多的资料和帮助。

“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我要与时间赛跑”

“要喝点水不？ ”“要不要将枕头垫高一
点？ ”……采访中，曾瀛洲不时到卧室察看妻
子，问前问后。 安顿一会儿后，又返回书房。

2010年,妻子旷满春患上脑瘤，还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这几年病情日渐严重,生活已完
全不能自理。

曾瀛洲与妻子是同学， 也是曾经一起教
书的同事， 还是他研究南岳红色历史的得力
助手。 曾瀛洲退休后， 妻子负责帮他复印文
件、查找资料、校正手稿。 两人配合得相当默
契，直到妻子病重。

儿女远在外地， 曾瀛洲为了不给儿女添
麻烦，他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 白天，他照料
妻子的日常起居、打针服药；晚上，他待妻子
休息后，再进书房辛勤笔耕。

橘色台灯下，翻阅摘抄资料，是曾瀛洲一
天中最安静的时间。 一同静下来的，还有几十
年都没有变、几平方米大小的书房。

曾瀛洲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
了不舍得扔，饮食也非常简单。 暑热袭人的书
房，他连空调都舍不得装。 在邻居眼里，他是
一个对事业认真、对妻子细心，待人平和、生
活简朴的人， 共产党员的质朴无华与清风硬
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肩上的责任、生活的重担，压得这位八旬
老人心力交瘁。 他也曾想到过放弃。“但一想
到共产党员的担当， 想到还有很多南岳抗战
史料在尘封中向我召唤，想到要与时间赛跑，
我就一次次说服自己坚持了下来。 ”

“记录历史就是为了不忘历史，历史如
同一团火焰，照亮着我们来时的路，也照亮
着我们前行的路。 ”曾瀛洲说，他现在正在编
写《南岳地方志》，要赶快把还未到位的内容
整理出来 ,希望对以后研究党史、南岳历史
有用。

“我在旧社会出生,小时候亲眼见过日本
人在南岳扫荡， 也经历过战乱……而这一生
令我感到最为自豪的事， 就是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理理泛白的头发，曾瀛洲挺起老而弥坚
的身板，坚定地说。

1978年，曾瀛洲怀着对党的无限崇敬，在
入党申请书上写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也写下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这份初心，成为他践行一生的诺言，也成
为他奋斗一生的力量。

八旬老人笔底的南岳烽火岁月

� � � �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重庆、长沙、芷江等地，手抄笔记垒起来有1米多高、超过200
万字，还要将一个个故事和文化遗迹拍成短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曾瀛洲20年如一日，坚
持挖掘、整理、传播南岳抗战历史和红色文化———

� � � � 曾瀛洲在校
对文稿。

文丽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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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
员 杨鑫）8月16日， 根据省高院统一部署，常
德对8起涉恶案件进行集中宣判，60名被告人
获刑。

此次集中宣判， 分别在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和鼎城、汉寿、石门、临澧4个基层法院进行。

其中，鼎城法院审理的寇天有等23人非法拘禁、
抢劫案，寇天有等5名被告人依法被判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合计36万余元；临澧法院
审理的李可强等14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案，李
可强等6名被告人依法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石门法院审理的王辉等6人强迫交易案，6名

被告人依法被判处四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合计16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4万
余元。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常德一审共
审结涉黑涉恶案件120件556人， 二审审结26件
146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86人。

� � �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刘姣丽）8月16日，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对上诉人刘为等46人涉黑犯罪案二审公开
宣判。 对上诉人刘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对上诉人肖文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对上诉人胡赛亮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21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对其他上诉人根据犯罪事实、
情节，分别判处8个月至20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及罚金。

今年3月， 永州市零陵区法院依法对刘

为、肖文、胡赛亮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
公开宣判。刘为等人不服，上诉至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该
案。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
以来，上诉人刘为、肖文、胡赛亮等社会闲散
人员在冷水滩区、东安县等地，大肆实施开设
赌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
逐渐成为当地的恶势力。

自2012年起，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后，
通过有组织地大肆开设赌场、高利放贷，牟取
巨额经济利益，用以拉拢、豢养“小弟”，添置
犯罪工具， 以非法利益拉拢个别国家工作人

员充当组织的“保护伞”，维护组织稳定，增强
组织势力；通过有组织地大肆实施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
违法犯罪，排挤竞争对手，维护赌场利益 ;该
黑社会性质组织还破坏基层换届选举， 多次
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插手民间纠纷， 严重破
坏了当地的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刘为、肖
文、胡赛亮等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
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
强迫交易罪等罪， 应按照其所犯的相关罪行予
以惩处，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常德集中宣判8起涉恶案件
60名被告人获刑

永州中院宣判重大涉黑犯罪案件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夏声朝 陈娴

【名片】
朱雅琪，1990年5月出生，长沙人，湖南

工程职院团委干事兼红十字专干、 应急救
护师资、红十字二星志愿者。三次征战志愿
服务国赛，创新开展红十字特色高校试点，
不遗余力传播应急救护知识，2019年7月当
选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代表。
【故事】

身材高挑， 头发梳成发髻， 扎成丸子
头， 干练的黑衬衫束进裙子里， 初见朱雅
琪，有些“高冷”范。

“学生们都叫我‘琪姐’，我是他们的
‘保姆朱阿姨’，还有学生叫我‘亲妈’呢！ ”
一开口，这位大眼睛、高鼻梁的90后女孩，
特别有亲和力。

8月13日，记者走进湖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办公楼她的办公室， 墙上一排排金色
奖牌特别打眼，其中“志愿服务”的字眼很
多，这是朱雅琪为之着迷的一项工作。在她
的带动下，该院志愿服务团队3次斩获全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奖牌。

这个7月， 朱雅琪利用暑假休息时间，
在社区做了17场应急救护培训。同时，她作
为领队， 正带领学生备战全国红十字应急
救护知识大赛。

“有德、有才、有种、有趣”，是朱雅琪的
个性签名。“‘有种’就是敢于尝试和自我重
建。 ”朱雅琪解释。 她经常鼓励同学的一句

话是：“去做吧，你们背后有我呢。 ”
做“四有”青年是她对自己的鞭策，也

是对学生的期望。她出身于教育世家，从小
立志要像爷爷一样做个“好人”，耳濡目染
父母教书育人的点滴， 幼小的心里埋下了
一颗“向善”的种子。 多年从事艺术专业学
习和研究，她懂得共情，凡事换位思考，待
人细心，善解人意。

2017年3月，学院成立校红十字会，作
为团委干事的朱雅琪多了一份红十字专干
的工作。 她一方面参加湖南省红十字会救
护师资培训， 取得师资证书； 另一方面思
考，如何把学生带动起来，用志愿服务实践
育人，引导学生向上、向善。

每天和学生打成一片的“琪姐”，渐渐
找到了突破口。“年轻人追求‘仪式感’，我
想献血应该可以作为人生的一个纪念仪
式。”朱雅琪提出“成人礼献血”“情侣献血”
“组织献血”，通过一次次主题班会宣传，让
学生了解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走上献血车，从最
初400余人到现在每年近2000人， 该院在
校生平均每4人就有1人参加无偿献血。
2019年5月27日至6月24日，不到一个月时
间， 该院有3名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成为全国少有的“三连捐”。

在创建红十字特色高校中， 朱雅琪最
忙的时候，几乎都是深夜、凌晨才下班。 同
学们私下里叫她“弹力女超人”。 该院党委
书记龚声武说：“朱雅琪一个人做了三个人
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学院被
授予“湖南红十字特色高校”称号。

她的“拼劲”太猛，忙得甚至没时间谈恋
爱，有朋友不理解，劝她没必要。朱雅琪并不
解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她说，学生对
她的需要和给予的爱，就是她的永动力。

“他们通宵陪我加班，即使我就住在学
校，也坚持送我回家，演出与活动时怕我忘
记吃饭给我备着零食，太多太多。他们会为
了我而变得更好， 我也因为他们渴望成熟
强大， 更加喜欢我自己。 他们带给我的快
乐、幸福、自豪、气愤、难过甚至失望，都让
我强烈感受到：我正活着。 ”她的微信朋友
圈里，几乎都是和学生的故事。

有趣而鲜活地“活着”，是朱雅琪的生
活态度。除了参加志愿服务，她还喜欢自驾
游、阅读等等有趣的事情，在她的办公室，
还可以看到她编织的毛线水杯套。

窗外烈日炎炎， 在办公室窗边的桌子
上， 一盆盆绿植在朱雅琪的细心呵护下生
机盎然。

朱雅琪：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 � � �朱雅琪 通讯员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第三喜是她女儿被县一中录取了。”龙

东抢过话头说。
“这两年在县纪委监委驻村扶贫工作队

帮助下，村里变化大，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三
喜。”刘改秀扳着指头说，“新修了村部，加宽
了7公里长的通村公路， 开通了去县城的客
运班车，修通了自来水……”

“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好，但致富关键
靠自己。”刘改秀信心十足地说，争取年底赚
了钱，把房子再装修一下，添置几件电器。

荨荨（上接1版②）
为了激发村民种植积极性，县纪委监委

组织村干部和农户到湘潭县湘莲基地取经。
两年多来，村里湘莲从无到有，如今已发展
到1500余亩。村民颜家洪家去年在驻村工作
队帮助下，将8亩多“甩亩”种上湘莲，由于培
管到位，今年纯收入可达3万元。

现在， 长福村成立了湘莲专业合作社，
建起了湘莲加工厂。 村民不愁湘莲销路，一
些人还在加工厂务工。“今年，仅湘莲种植一
项，全村纯收入可达500多万元。明年，将扩
大湘莲种植规模，让更多贫困户致富。”驻长
福村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曾贤祥说。

荨荨（上接1版③）
这两部小戏均为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与上海京剧院结对共建后新创作的剧目，
由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导演王青担任导演，
当晚首次与观众见面。

此外，小戏《军礼》则讲述了1949年新中国

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途中，奉命绕道
醴陵， 看望抗日名将左权的母亲的动人故事。该
剧曾在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上获得田汉小剧目奖。

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陈争光介绍，该
中心还将举办名家入湘传艺剧目集中展演、复
排全本《法门寺》、《梅花簪》巡演等多个活动。

荨荨（上接1版④）
不少人将臭氧称为隐形“杀手”，但李蔚

表示，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大气层中的臭氧分
为两部分，对流层靠近地面的臭氧，才是对人
体有害的。

距离地球25至30公里处的平流层，集中
了大气中约90%的臭氧， 它们在整个大气层
中所占比重极小，若将其平铺在地球表面上，
厚度不过一粒绿豆那么薄。但这层薄薄的臭
氧，吸收了大部分对人类有害的太阳紫外线，
为地球上的生命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为了
保护臭氧层，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9月
16日，定为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地面臭氧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数
据表明，空气中的臭氧浓度过高，容易引起上
呼吸道的炎症病变，出现咳嗽、头疼等症状，

还会对皮肤、眼睛、鼻黏膜产生刺激。上世纪
50年代，美国发生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中，臭氧便是元凶之一。

成因复杂，且不如颗粒物一般“可视”，臭氧
的治理，比PM2.5还要困难。省环保厅表示，采
取措施加强对城区机动车的管理， 特别是加强
对高排放机动车的管理，能有效减少臭氧污染。

李蔚表示，打伞、戴帽子和墨镜，只能抵御紫
外线，对预防臭氧则无计可施。但是在室内，缺乏
阳光，臭氧无法持续生成，家具、墙面、建筑材料
等物品中，含有橡胶、苯乙烯及不饱和脂肪酸等
有机化合物，也可以很快将臭氧反应消失掉。

树荫满地日当午时， 为了躲避臭氧的侵
袭，我们最好是关闭门窗，待在室内，不要出
门，也算是在忙碌的生活中，给自己制造一个

“偷懒”的借口。

暑气燥热 小心臭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