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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故里更好看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韶山发展成就巡礼

贺凌云 蒋 睿 肖 燕

韶峰高，湘水长，千年韶乐，弦歌不辍。
韶山，是领袖故里，革命圣地。

70 年来， 韶山人民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促进
这一方红色热土颜值和气质全面提升，用智慧和汗
水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精美画卷。领袖故里更加

好看，更加自信从容……
立足新时代，韶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不忘初心 ， 砥砺前
行，正奋力谱写新的华章。

红色，是韶山最亮丽的底色，是一片有着
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

近代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韶山人
民积极投身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培
育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韶
山精神， 韶山先后有 1579人为革命献身，有
144位同志被正式认定为革命烈士。

“带学生来韶山开展红色研学之旅，就是
为了给孩子进行更好的红色教育，让孩子们
走进我们的历史， 走进我们的伟人故里，我
想对他们的心灵是一种很好的洗礼。 ”湘潭
九华和平中学老师邓亦说道。

毛泽东广场、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同志
纪念馆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韶山进一
步挖掘革命传统资源建立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党史陈列馆等景点成为常学常新的课堂， 深深
地感染着韶山市民和来韶游客。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有一件镇馆之宝，
那件有着 73 个补丁的睡衣，看到那件衣服，
想想以前，想想现在，珍惜现在的生活，感恩
父母，感恩世界，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这是长沙红卫小学五年级学生刘
诗鑫在参观完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之后写下
的日记。

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韶山还开设了
《舍小家为“大家”》《睹主席遗物 学伟人风范
做合格党员》《反腐倡廉》 等多堂精品课程。
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韶
山开展“学习强国 红色传承—韶山记忆专

场”活动。 所有这些都让人们透过那段
沉甸甸的历史， 感悟一代伟人毛泽东同
志的人格魅力， 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
命。 大型情景教育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也
感染了无数的观剧者。

韶山还大力发展红色教育培训， 2018年
办班 1234期，培训学员 61587人。 同时，韶山
积极拓展研学实践，深挖红色资源，开发精品研
学课程和线路，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的意见》《韶山市研学实践基地（营地）建设实
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加快研学实践基地建设，
放大了红色旅游新效应。

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韶
山以红色旅游为龙头，以融合发展为路径，大
胆探索旅游提质新路子，产业定位不断提升，
旅游功能日渐丰富、旅游品质显著提升，管理
体制逐渐完善，旅游治理取得突破、旅游竞争
力显著增强，韶山景区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
的经典红色景区”。

为适应发展形势， 提升韶山的旅游服务水
平和游客满意度，韶山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
突出基础配套，着力推动外通内畅、快旅慢游，
推进景区管理人性化、精细化、智慧化。 2016
年，建设韶山风景名胜区主入口及配套建设，并
于当年 10月 20日启动交通换乘正式运营。 交
通换乘管理实施后， 顺利通过了旅游高峰期的
考验，旅游环境得到净化，景区管理更加规范，
旅游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2019年，韶山荣
获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韶山在发展路
上加速“赶”,在发展质量上提速“转”,全力实
现工业经济效益变革、质量变革、动力变革。
全市拥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众创空间、星
创天地等省级平台 7 个，为企业创新发展和
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强力平台支撑。

6月 27日， 由韶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湘
潭市“智造莲城”创新成果转化项目路演（韶山
专场）活动在韶山德胜宾馆完美收官，江冶机
电、恒欣实业、四棱数控等 9个优质项目，获得
省内外 30多家投资机构的青睐，9 个企业共
签约 14个意向投资协议， 共计签约意向金额
4.12亿元。在今年的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
设暨科技奖励大会上，来自韶山的湖南江冶机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旧铅酸蓄电池破碎分
离成套设备研发与应用”项目，荣获 2018 年
度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近年来，韶山着力形成科技创新政策导
向，通过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及科技人员科技

创新， 解决企业科技人员职称评定、 子女就
学、生活用房、成果转化、专利申请等现实问
题，近 5年兑现高新技术企业补助、专利资助
等科技创新奖励资金 400多万元。 建立科技
创新协同发展机制， 着力解决科技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对科技创新工作予以高位推动。建
立了市级领导联系产业和重点企业制度，限
时帮助企业解决创新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
企业创新提供优质服务。同时，支持指导企业
参加各类创新大赛，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通过创新引领， 韶山经济实行跨越式发
展，生产方式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工业体系不断完善。 2018 年，全市完成规模
工业增加值 60.8 亿元，同比增长 7.6%；完成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0.2%； 逐步形
成了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大
产业矩阵。 同时，该市还收获了“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培育城市”
等一系列荣誉及成绩。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
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这是新中
国成立前韶山冲的真实写照。 看到如今的韶
山村，你一定会刷新对农村的认识：村民们早
住上了小洋楼，村里到处有路灯；巷道里的柴
堆、粪堆、垃圾堆、杂物堆消失了；街道变平坦
了、变宽了、变靓了；家家门前有了统一配发
的垃圾桶；文化广场上，老乡们跳着广场舞，
拉着二胡， 孩子们追逐嬉闹……到处是鸟语
花香、绿树灯光相映成趣的美丽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韶山农业经济飞速发展。
从以牛耕地、集体种粮、以粮为纲，到 1982年
前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韶山大地纷纷
“开花”，再到进入 21 世纪，科技水平突飞猛
进，农业机械化愈发普及，高效的农业生产技
术也走入农田， 测土配方施肥、 绿色防控技
术、物联网技术等一系列提高农业水平的“高
科技”正为农业安全、高效发挥巨大作用。

“我们的葡萄果粒硕大，甘甜味美，很受
市场欢迎。”金景丰现代葡萄产业园园区负责

人告诉笔者，8 月下旬，园区内 400 亩挂果的
葡萄就已进入采摘旺季。每天有近 50名工人
师傅负责采摘、分拣和包装，共采摘了 9 万公
斤，统一运往长沙、广东等地销售。“仅仅用了
20 天就完成了从采摘到售罄的过程。 ”如今
金景丰葡萄、宏发花卉、稻梦田园、蝶恋花等
11 个项目初步对外开放，银田、韶河现代农
业示范园已先后建成， 园区内在建产业项目
17个。 2018年，韶山农头企业达到了 11家，
农产品加工总产值 78.1 亿元；全市共投入各
类农机具 2000 余台套， 农作物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 76.87%；全市休闲农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31 亿元，接待游客 80.1 万人次；全市
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已达到 221 个， 家庭农
场 10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成员
将近达到 2.1 万余人。 与此同时，顺应“互联
网 +”发展模式，农村电商飞速发展，农户的
特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走出韶山、
走向全国。

田园山水交相辉映，秀美而整洁。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中， 韶山农民正以满腔
的激情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韶山市整合各类资金 4 亿多元，
高标准完成村组公路“白改黑”30 余公里，建
设生态水利山塘 36 口， 民居改造 4000 多
栋，人饮工程项目 570个，解决了 2 万多农户
人畜饮水安全，改厕 2.5 万个，建设改造规模
化和标准化养殖场、所、户 260 多个，大、中、
小型沼气池 6000 多座，文化诗墙随处可见，
文化广场设施齐全。 全市 33 个行政村有 29
个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省级示范创建村， 共建
成 42 个美丽屋场，打造 3 个美丽集镇，创优
率达到 88%，涌现了狮山牛栏塘、韶润宏昌阁
等 33个示范性美丽屋场。 同时，韶山还将结
合红色旅游发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打造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
活生态同步改善、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特
色小镇，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焕然一新的农村
面貌让农民享受到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让统
筹城乡发展逐步成为现实。

红色基因代代传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 韶山坚持
以“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为重点，提升民生
福祉，人民生活发生巨变， 12 万韶山人民的
生活越来越美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2017年，
韶山荣获湖南省第一个县级全国文明城市，
捧回全国综合治理最高奖“长安杯”。

70 年来， 韶山的教育实现了从“有学
上”到“上好学”的华丽转身。 结合实际，研
判形势，凸显亮点，韶山教育形成其独有的
特色， 打造了韶山市艺术幼儿园学前教育
品牌，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韶山学校荣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韶
山学校小学部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称号，援疆初中班也办成“湖南教育援
疆”“湘吐合作交流” 的崭新名片。 与此同
时，普高教育整体提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终身教育形成热潮。 韶山在全省率先实现
12 年免费教育，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韶
山永恒的追求。

“希望能在家乡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能更
好地照顾年迈的父母，现在能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真正做到了顾家就业两不误。 ”在今
年的“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一直在外省
打工的本地小伙彭志扬一大早就赶来对招
聘岗位进行“精挑细选”。“家乡就业环境变
化很大，城乡规划有序，各项事业也发展起

来了。 ”今年从广州回来的黄思美也填写了
招聘报名表。

2014 年以来， 该市坚持培训与就业相
结合、 培训促进就业的方针， 培训学员近
6000 人， 这些学员均考取相关专业国家职
业技能资格等级证书并上岗就业。 确定恒
欣企业、高翔重工等 10 家企业为就业安置
基地，优先困难人员就业，已成功推荐 1300
余人在安置基地实现就业。通过政府购买公
益性岗位的方式， 大力开发公共卫生保洁、
公共环境绿化、公共安全保卫等岗位，累计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2800 余人，发放补贴资
金约 6200 万元。

70 年来，韶山努力构建城乡居民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实现了卫生计生事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形成了以韶山市人民医院为龙头、乡
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民营医疗
机构为补充的县域医疗服务网络和多元办医
格局。截至今年 6月，全市累计建立居民健康
档案 113890 份， 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
100%，农村适龄妇女“两癌”筛查、孕产妇产
前筛查、 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民生实事项目全
面落实， 连续 14 年无孕产妇死亡，5 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控制在 4.44‰（全省最低水平），
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 68/ 万（全省最低水
平）。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市的养老方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养老政策、服务体系、养
老体系不断完善，养老设施不断增加，社会保
障体系逐步统筹，优待和关爱服务不断深化，
养老事业从一元到多元化发展。 不断提升着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市民政局负责
人介绍， 韶山目前 60 岁以上老人有 2.3 万
人，总计有养老床位 858个，其中公办养老机
构 5家，民办养老机构 7 家，社区小型养老机
构 2家，日间照料中心 5 家，养老服务示范点
28个。

70 年春华秋实，领袖故里韶山留下了动
人的历史印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站在新
的更高起点， 韶山这座积淀了伟人风范和山
水神韵的魅力之城， 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奋力前行，演
绎新的精彩，铸造新的辉煌！

乡村庭院处处美

人民生活节节高

———来自湘潭的报道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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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游客换乘中心。

银田镇银田村。

毛泽东同志故居。

毛泽东广场。

（本版图片均由韶山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