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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17日发布的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8
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52166.2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比上月末提高0.1
个百分点。1-8月全省新增存款3164.3亿
元，同比多增660.6亿元。

住户存款同比增速较快。8月末，全省住
户存款余额27826.1亿元， 同比增长11.3%，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1-8月新
增2437.8亿元，同比多增828.9亿元。

财政性存款当月同比多增。8月末，全
省财政性存款余额1407.1亿元， 同比增长
3.6%，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7.8个百分点，
较上月回升 10.5个百分点。1-8月新增

453.3亿元，同比少增116.0亿元。
机关团体存款当月同比多增。8月末，

机关团体存款余额8036.7亿元， 同比增长
7.1%， 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
与上月末基本持平。1-8月新增302.7亿元，
同比少增18.9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当月同比多
增。8月末， 全省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
额2176.9亿元，同比增长7.8%，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7.8个百分点， 比上月末回升3.2
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呈负增长。8月
末， 全省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12643.3亿
元，同比增长-5.2%，已连续16个月维持负
增长，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2.4个百分点，
比上月末回落0.6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17
日发布的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8月
全省新增贷款4153亿元， 同比多增657.7亿
元。8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为40738.6亿元，同比增长14.9%。

短期贷款同比多增。8月末， 全省短期
贷款余额9027.2亿元， 同比增长15.4%，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5.0个百分点，比上月末
提高0.6个百分点； 全省中长期贷款余额
30120.4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比上
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 比上月末回落

0.4个百分点。
票据融资同比多增。1-8月，全省票据

融资新增501.3亿元，同比多增385.2亿元。
住户贷款同比少增。8月末全省住户贷

款余额14746.0亿元，同比增长17.9%，增速
比上年同期下降2.1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下
降0.5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同比多
增。8月末全省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余额25894.7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比
上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比上月末提高
0.1个百分点。

【红色档案】

【档案故事】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
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

临死日 郭亮
这封泛黄的遗书（仿真件），静静地陈列

在郭亮纪念园郭亮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里。
陈列室另一端，张贴着《粤汉铁路全体工人
罢工宣言》的影印件，为郭亮领导粤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时亲笔起草。

一封遗书、一份宣言，穿越近百年风云，
犹有风雷之声。一位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
精神和至死不渝的忠诚跃然而出。

9月中旬，记者走进望城区铜官街道，寻
访“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大革命时期党的杰
出活动家郭亮留下的革命印记。

毛泽东介绍入党的青年学生
1901年，郭亮出生在望城县铜官镇射山

冲上文家坝（今望城区铜官街道郭亮村）。
郭亮从小好学多思。1912年， 年仅11岁

的他写下一首《问问社会》的白话诗，表达对
当时社会现象的不满。

回顾郭亮革命生涯的开端，研究郭亮多
年、 曾任望城县委副书记的冯正其老人，讲
述了一段郭亮与毛泽东结识交往的特别故
事。

1915年秋， 郭亮考入长郡中学读书。一
天，他到湖南第一师范拜访同学，那位同学
不在，却巧遇洗冷水澡回来的毛泽东与蔡和
森，两人由此相识。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创
办《湘江评论》，传播介绍新思想，探索改造
社会的道路。一向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郭亮被
毛泽东的文章深深吸引，开始有了明确的革
命思想。

1920年， 郭亮考入第一师范第二部，其
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郭亮经常去
向他求教。经毛泽东介绍，郭亮加入新民学
会。

在毛泽东领导下，郭亮开始参加工人运
动， 最初是组织长沙的人力车工人罢工。这
个刚过20岁的青年学生，“展现出他极善于
接近和鼓动群众的才能。”

1921年，郭亮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成为湖南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

“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从长沙出发，沿湘江北去30公里，便是

铜官。正午时分，蝉鸣不止，青山环抱、翠竹
掩映中的郭亮纪念园更显一份静谧与庄重。

郭亮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浓缩在纪念园
的郭亮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里。参观一块块
展板，触摸一件件实物，那段风云激荡的岁
月扑面而来。

1922年9月9日，由郭亮组织和领导的粤
汉铁路三千工人大罢工震撼全国，揭开了湘
区第一个工运高潮的序幕。

一个细节至今令人血脉偾张：反动当
局大肆镇压工人罢工，唆使软弱工人行车
破坏罢工。 眼看列车就要进入岳州站，郭
亮第一个卧倒在铁轨上，身后几百名工人
一拥而上，跟随他卧倒下去。军警胁迫火
车司机轧过去。火车头的排障器已触到郭
亮的脊背， 郭亮用手顶着排障器， 喊道：

“开车的工友，天下工人是一家！不要替资
本家杀害自己的阶级兄弟呀！” 列车被迫
后退。

首战告捷，让郭亮在湖南工人运动中声
名远播。

此后，郭亮在湖南组织的数次工人运动

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
袖。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谈起郭亮，赞扬他是
“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1927年5月，郭亮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并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湖北省委
书记等职务。1928年1月， 受党中央派遣，郭
亮担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在岳阳组织武装
起义，使湘鄂赣三省边界的党组织得到恢复
和发展。

1928年3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郭亮在
岳阳被捕，随即被押往长沙受审。软硬兼施
后，郭亮留下了这句著名的口供：“开眼尽是
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两天后，郭亮被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口
前坪，年仅27岁。临刑前，郭亮给妻子李灿英
写下锥心遗书。

“湘江荡荡不尽流，多少血泪多少愁！雪
耻需倾洞庭水， 爱国岂能怕挂头！”1916年，
年仅15岁的郭亮在长沙街头看见被杀害的
革命党人的头颅，义愤填膺，咏作此诗。12年
后，他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传
遍中华大地。

烈士精神激励后来人
郭亮纪念园的负责人是郭亮侄孙郭龙

辉，守护纪念园已有10年。他告诉记者，郭家
世代耕读，都是勤勤恳恳忠厚正直的人。

郭龙辉讲述这位族中先辈牺牲的细节，
令人落泪：郭亮被害后，反动派将他的头颅
悬挂在长沙闹市中心司门口示众，后又移至
家乡铜官东山寺戏台上。郭亮亲属及铜官工
友将他的头颅和身体分别“偷”回后，请皮匠
缝合，因不能公开下葬，只能连夜安葬到其
大哥的墓地中。

1957年 ， 望城县政府为纪念郭亮诞辰
56周年，采用铜官特色陶瓷为郭亮修建了烈
士墓，树起墓碑。

“郭亮留下‘以继余志’的遗言，始终激
励着我们这些后人。” 冯正其打小就听老人
讲述郭亮的故事，他说，一代代望城人都在
郭亮精神感召下成长、 奋斗。86岁的冯老曾
与雷锋同事， 他告诉记者：“雷锋精神的形
成，也离不开郭亮精神的滋养。”

今天的望城，处处都有“郭亮”。烈士
幼年读书的东山寺小学更名为“郭亮小
学”， 他经常发表演讲的东山寺戏台改建
为“郭亮亭”，还有郭亮村、郭亮路……这
些，都凝聚着人们对烈士的深厚感情和无
限崇敬。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孙忠）今天，中储粮湖南分公司在常
德直属库主办以“端牢中国饭碗”为主题的
“探秘大国粮仓”公众开放日活动，吸引社
会公众代表90余人参加，实地感受了大国
粮仓的科技化、智能化。

中储粮常德直属库占地314亩， 总仓
容25万吨。该库综合运用控温储粮技术，保
鲜保质每粒粮食： 冬季通过智能通风将粮
温降至15摄氏度以下，在春季气温回升前
做好仓房隔热密闭工作，采用散装稻壳、保
温毯、薄膜等进行粮面压盖，控制热空气对
粮堆的影响；夏季采用空调、谷冷机对粮食
进行控温，有效延缓粮食品质“衰老”，确保
粮食绿色健康新鲜。

在常德市鼎城区流转了4000余亩耕地

的种粮大户胡礼平， 今天正好送了两车优质
稻到库售卖。昨天上午，他通过中储粮的“惠
三农”APP向常德直属库预约成功后，今天售
粮没耽误一分钟，60多吨粮食欢快入库。他
说，这样预约售粮，不用排队等候，每台车至
少可节约费用200元。4000余亩一季稻，单产
600公斤左右， 大概需要80车次才能全部送
到中储粮常德直属库， 通过预约售粮可累计
节约1.8万余元。 据悉， 中储粮的“惠三农”
APP，目前仅在湖南等少数省份先行试点，我
省中储粮直属库及其分库、 委托和租仓收储
库点均可通过它实现网上预约售粮。

社会公众代表之一、“全国优秀复员退
伍军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田工说：“看到
现在的粮仓管理水平这么高， 农民卖粮这么
方便，我们老百姓心里踏实了、放心了。”

大革命时期党的杰出活动家郭亮———

“爱国岂能怕挂头”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通讯员 黄赛雯 罗周星

“探秘大国粮仓”
储粮科技化、智能化，售粮可预约省费用

湖南各项存款余额52166.2亿元
各项存款同比多增，8月增速较上月略有回升

前8月湖南新增贷款4153亿元
8月末全省各项贷款余额为40738.6亿元

� � � � 郭亮临刑前写给妻子李灿英的遗书，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图为郭亮纪念园展出
的遗书仿真件。 唐婷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