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5日， 市民在观看图片
展。 当天，《让美随时光绽放———祝
福新中国，致敬新女性》全国图片
巡展第五站活动在长沙梅溪湖国
际文化艺术中心前坪广场举行，展
览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经
济、科教、文体、卫生等各行各业作
出杰出贡献的70位女性人物的风
采。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致敬新女性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在湖南的外省商人中，闽商的总投资额
达4000多亿元，是投资最多的省份之一。

福建商人为什么喜欢来湖南做生意？10
月23日，湖南省福建总商会执行会长、湖南
安沙国际建材城执行董事李天赐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26年前， 李天赐离开泉州南安老家，来
到长沙创业。 这些年，他见证了湖南经济建
设的快速发展，也深切感受到了湖南的快速
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发展机会。

其中，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安沙国际建
材城，就是多家在湘闽籍企业共同投资开发
的“大手笔”。 建材城总规划用地1500亩，总

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 总投资预计100亿
元，分5期投资开发。

“我们与安沙镇政府签订合同并拿到报
批指标后，于2014年1月启动拆迁，此后仅用
11个月就完成了拆迁、 报批手续和挂牌。
2015年5月，我们举行奠基仪式，到年底，20
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就已基本完工。 ”李
天赐感慨，“从开工到建成，200天， 见证了
‘湖南速度’。 ”

如今，随着工作流程的优化再造，项目
二期9月30日成功摘牌，实现“拿地即开工”。
“当地政府推出了容缺许可审批服务， 对一
些需要时间办理的资料允许以后再补齐。 ”
这让他再次体验到了“湖南速度”。

由于商会的集聚效应，越来越多的闽商

选择来湖南投资。 李天赐认为，除了湖南的
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的优化，湖湘文化和福
建的海洋文化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湖南人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福建
人是‘敢为人先，爱拼会赢’，都具有开放、拓
展的精神，两者相融相通。 ”他介绍，据不完
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20多万闽籍
商人落户湖南各市州，兴办企业近万家。

对于即将召开的第九届（全球）湘商大
会，李天赐很是期待。 作为多届湘商大会的
亲历者，他感触很深，“感觉规模更大、更精、
更优， 特别是今年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期
望能借此机会接触到更多优质的投资项目。
我们福建商会也会精准对接， 以商招商，为
湖南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

湘商
新动能 200天，见证“湖南速度”

段德昌：共和国“一号烈士”

【档案故事】
“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

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
照片上的这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

纪念证”，编号为“第零零零壹号”，签发人为
“毛泽东”。 这是1952年8月3日，毛泽东主席
为段德昌烈士家属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
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纸张虽
已泛黄，但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那段惊心
动魄的岁月。

10月上旬，记者来到位于洞庭湖腹地的
南县德昌公园，走进段德昌生平业绩陈列馆。
站在段段史料、张张图片前，这名共和国“一
号烈士”让人动容的一生，一一呈现在眼前。

立志救国
段德昌，字裕厚，号魂，1904年8月出生

于湖南南洲厅九都山九屋场（即现在的南县
南洲镇火箭村）。

“他从小就嫉恶如仇，敢作敢为。”段德昌
生平业绩陈列馆讲解员刘娟介绍， 无论是在
南县读书时，还是在长沙学习期间，段德昌受
毛泽东、彭璜、何长工等人的影响，开始阅读
进步书籍，接受进步思想，立志救国。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回到南县的
段德昌和进步青年发起组织“青沪惨案南县
雪耻会”， 经常到县城沿河码头和交通要道，
查禁洋货，严惩奸商。

“段德昌冒雨拒贿查洋货的事，当时传为美
谈。 ”当地退休作家彭佑明告诉记者：有一天在
西河街，段德昌带纠察队员到小火轮上检查。船
老板拿出一包“哈德门”烟递上来，又从怀里掏
出一筒银元。段德昌一把挡了回去，操起铁钎朝
油布下的麻袋猛地一插， 只见里面滚出哗哗的
白糖。 那时中国大都熬制红糖， 白糖多来自日
本。 最后，这批货物终被纠察队员没收。

这年8月，经曾习孔介绍，段德昌加入中
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9月，
段德昌考入黄埔军校深造， 被誉为“文武全
才”。后来，又进入中央政治讲习班继续学习。

向往光明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段德

昌与一营营长彭德怀率部到当阳玉泉山截击
吴佩孚残部。一天晚上，在玉泉山上的关帝庙
里宿营时，两人铺稻草就宿、彻夜长谈。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段问我对
关云长有何感想？ 我说关是统治阶级利用的
工具，没有意思。 段问我要怎样才有意思？ 我
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问国民革命
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回答是打倒帝国主义、
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我
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 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
减租上。 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
停留在耕者有其田， 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
制为公有制， 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
共产主义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
理想社会而奋斗终生。

刘娟介绍，这次促膝夜谈，使彭德怀犹如在
茫茫之夜看到黎明的曙光。后来，彭德怀加入中
国共产党，段德昌是他的介绍人和引路人。

1927年，段德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起义
部队南下受挫后，他转到鄂西、鄂中一带秘密领
导农民运动，开辟洪湖根据地。 1928年春，中央
派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与段德昌一起建立
了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

段德昌曾说：“我是洞庭湖水养大的，湖
乡人的胸怀像洞庭湖和洪湖一样宽阔。 湖乡
人起来团结闹革命，憎恨黑暗，向往光明，斗
争性强啊，我们有洪湖人民的支持，一定能打
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

竭尽忠诚
“有贺不倒，无段不胜。”这是当时湘鄂西

一带流传的民谚。
这句民谚说的是，贺龙是红二军团的一面

旗帜，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打击，
面临何种险境，部队都能越挫越勇。 而段德昌
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
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

刘娟介绍，在斗争实践中，段德昌和战友们
总结出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
则搞”的16字战术口诀，后来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29年10月，段德昌在聂家岭击溃了比
游击队多10倍兵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创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首次在洪湖战胜敌
正规军的辉煌战例。

1931年1月至5月， 国民党先后调集5个旅
的兵力， 向洪湖苏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围
剿”，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 段德昌率领新
组建的新六军、赤色警卫总队灵活地与敌周旋，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了洪湖苏区，新六军
发展成为拥有两个主力团2000多人枪的铁军。

1932年上半年， 段德昌率领红九师，连
续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
利，共歼敌1万多人，缴枪1万余支，保卫和扩
大了苏区。

从此，段德昌“常胜将军”的美名在洪湖
广为流传。

令人惋惜的是，1933年5月，由于苏区内
部“肃反”扩大化，段德昌被错杀。 临刑前，段
德昌挂念的还是革命：“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
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
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为了
捍卫真理，为了中国革命事业，段德昌献出了
年仅29岁的生命。

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正式为段德昌恢
复名誉。 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段德昌烈士
家属签发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革命牺牲军
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如今，段德昌被列为共
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 并被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之一。

走出展馆， 只见阳光下的段德昌铜像青
春勃发、风云在胸。“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
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这首源自
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插曲，在记者耳边声声
回响……

小镇大业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袁春华 田才茂

10月18日，记者来到怀化市洪江区洪江
古商城五星广场，具有洪江特色的传统“婚
嫁”互动表演正在进行。待嫁的“新娘”站在
晒楼上， 将手中绣球轻轻抛向下方游客，引
来游客争抢。抢到绣球的“新郎”穿上红马
褂，披上大红绸，在“媒婆”引领下，体验哭
嫁、迎亲、拜堂。

洪江古商城所处的洪江区沅江路街道，
位于湖南西部沅江和巫水交汇处， 占地6.5
平方公里。这里曾因水而兴，也曾因商而富，
有着“小南京”和“湘西明珠”的美誉。

做足“商”文章，焕发新生机，古城更迷人。
近年来，洪江古商城传承“商道”文化，加快文
旅融合发展，前不久被评为省级文旅小镇。

发掘商道文化，古城再度兴盛
洪江古商城自古是商业重镇，是有名的

洪油、木材集散地。明清时期，是湘西南重要
经贸中心，至今保存有明、清及民国时期的
窨子屋等古建筑380余栋。计划经济年代，这
里是怀化重要工业基地，所产陶瓷等产品畅
销全国。

“因水而兴，因水而衰。”洪江区文旅广
体局副局长李伟说，随着水运业萎缩，古商
城繁华不再。一度兴起的工业生产，也随着
市场的变化逐渐下滑。

洪江古商城再度兴盛，来自旅游业的发
展。近些年来，洪江区大力实施“旅游统领”

战略， 老工商业小镇加快向文旅小镇转型，
迎来发展“第二春”。

李伟说，洪江古商城发展旅游业，有着
独特优势。这里“商道”文化内容丰富，其会
馆文化、商帮文化、码头文化等，都传承并弘
扬了儒商文化的许多优良传统。古商城“吃
亏是福”的家训，“鱼龙变化”的太平缸……
让游客体悟到“商道”文化的博大精深。

洪江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认为，洪江古
商城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资源，旅游产品要
注重文化发掘，走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古色古香的藏青墙瓦，略显沧桑的青石
板路，雕琢精美的复古建筑……记者漫步洪
江古商城核心景区“烟雨洪江”，仿佛穿越时
光，感受到这里当年“商贾骈集、货财辐辏”
的盛况。

“商道文化是洪江古商城的灵魂，也是
这里区别于其他文旅小镇的最大特色。”洪
江古商城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威说。

洪江古商城也是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在古商城天钧剧院，导游贺珍芳
讲解“里仁为美”的故事后，带领游客进行角
色扮演，感受洪商精神。“这里好玩，还能学
到知识，我很喜欢！”参加研学旅行的娄底七
小学生贺俊宇说。

旅游兴百业兴，游客乐百姓富
洪江古商城旅游注重体验式互动，有镖

传四海、护税征厘等体验式互动表演，还有
明清穿越游，游客可参与押镖车、演税官、扮
师爷等。各地游客乐了，当地百姓富了。

今年8月， 洪江古商城推出“洪江古商
城·八月天天乐”活动。国庆节期间，又推出

“中华情”主题游活动。平时周五至周日，在
新民路民国风情街推出大型主题游活动。每
周六晚，洪江1915大厅“芳华入梦”情景演绎
如约而至，再现“民国夜洪江”之繁华。游客
还可坐黄包车游民国风情街，观古商城美丽
夜景。

沅江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戴钦介绍，旅游
兴百业兴，街道现有旅游企业30余家，关联
上下游企业100余家，涵盖文化传播、住宿、
餐饮、娱乐等多个行业。

当地居民谢阳海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小
饭馆，生意越来越好。而到周末晚上，他和妻
子一起换上民国风情服装，成为表演者。

当地青年王亮在江边开了一家熊猫酒
吧，他说，今年国庆节期间，酒吧天天爆满，
不少游客白天游古商城，晚上来酒吧轻歌曼
舞。

洪江民俗文化底蕴浓厚，百家宴、烧草
龙、拜财神等民俗传承悠久，为古商城游增
添了亮点。沅江路街道居民唐春是非遗项目
洪江草龙传承人，他创造性地将草龙加上舞
蹈元素，通过舞台表演展示给游客。在景区
杨三凤商行，洪江草龙编制体验活动深受参
加研学旅游的孩子们喜爱。

洪江古商城旅游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
旅游市场日渐升温。今年1至9月，洪江区共
接待国内外游客448.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
收入 15.1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1.4% 、
20.75%。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张明子

一根小小的浮标， 历经20多年发展，崛
起为湘北地区一大支柱产业。

上世纪90年代初，临湘浮标从每家每户
的小作坊中走出，进入工业化生产。如今，临
湘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浮标生产基地、“中国
浮标之乡”，基本形成了集原材料供应、浮标
生产、电商物流、竞技体育、旅游会展于一体
的产业链，年总产值突破30亿元，产品远销
东南亚、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月24日，记者走进临湘市浮标小镇江
南镇，感受这个省级特色产业小镇的魅力。

行业领先“精而专”
深秋时节， 江南镇2000亩芦苇种植基

地里，2米多高的芦苇迎风摇曳。
“除了有山林密布、江湖纵横等先天优

势，临湘浮标优质的原材料还来自于对每一
根芦苇的精心培育。” 临湘浮标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副组长李炎岳介绍， 目前临湘芦苇、
芭茅、泡桐基地面积已达1万亩，每年可提供
桐木1000立方米以上、芦苇1500万支，发展
孔雀、鹅、鸭等特种养殖10万羽，既增加了农
民收入，又保证了优质浮标原材料供应。

“纤维、碳棒、荧光漆等原材料，以前我
们靠从国外进口，现在本地就有生产工厂。”
经历过从无到有的发展阵痛，临湘浮标协会
会长彭建荣感触颇深。

浮标生产的50多道工序，见证了临湘浮
标产业从传统手工向半自动化生产的华丽
转身。

彭建荣如数家珍：“临湘钓具产业已获
57项专利，有8个品牌成为湖南省著名商标。

其中，池海浮标钓具有限公司拥有国家专利
13项，公司自主研发的浸漆机、成型机为全
国首创，开发制作的高档工艺浮标填补了国
内技术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浮标产业“精而专”，特色产业小镇道路
越走越宽。 目前， 临湘浮标生产企业有780
家，从业人员3万多人，年产量超过1亿支，约
占国内市场份额80%。

产业集聚“一体化”
“小镇浮标产业园已建成标准化厂房20

万平方米，已有32家企业入驻，还有51家企
业准备入园。” 临湘浮标产业办工作人员刘
亚军说，特色小镇建设改变了企业单打独斗
的局面，使浮标产业集聚发力，但其作用不
止于此。

据了解，浮标在钓具装备中占比约8%，
国内垂钓爱好者有6000万人， 钓具市场消
费约600亿元， 浮标市场仅占40亿至50亿
元。

临湘浮标小镇的规划建设，是在做好浮
标产品的基础上，以浮标为本，积极引进其
他钓具产品龙头企业，形成多样化、一体化
钓具产品链。

如今， 小镇不再是单一的浮标企业，电
子标、鱼饵、钓竿、钓具包装、碳棒等生产企
业一应俱全，钓具原材料加工、机械生产、油
漆美工等加工企业龙头集聚。其中，签约引
进深圳众凌汇科技、湖南名昶钓具2家企业，
总投资5亿元。

融合发展“浮标 ”
走进临湘浮标小镇，“双十一”浓厚氛围

扑面而来，生产、销售、物流一派热火朝天。
不远处，300余亩二期规划用地上，电商物流
园已开工建设。

5月18日，“天猫国际垂钓节” 在临湘开
幕，提前掀起垂钓界的“双十一”热潮。临湘
市钓具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常翻出漂亮成
绩单：活动期间，天猫平台垂钓类渔具店铺
交易总额突破1亿元， 其中临湘钓具企业店
铺交易总额达2000万元， 总销量同比增长
35.6%。

“浮标+电商”营销模式，让临湘浮标产
业真正走上快车道。目前，全市已注册钓具
天猫店、 京东店90家，1688批发店77家，线
上年销售额近10亿元。

由一业独大到多业并举，临湘浮标小镇
建设迈出“浮标＋”步伐，带动研发检测、电
商物流、教育培训、游钓休闲、健身康养、宾
馆餐饮及运输物流等服务业全面发展。据统
计， 今年来， 临湘市新增服务业从业人员
2000多人，新增钓具（浮标）上下游服务企
业170家，服务业收入新增1亿元。

目前，临湘正在打造涓田湖、白云湖、黄
盖湖、团湾水库4个大型游钓基地，坚持“钓
具生产”与“垂钓休闲”齐步走；依托“河湖连
通”工程，开发聂市接驾楼、定湖七星庄等一
批田园康养、乡村游钓基地，由“浮标之乡”
向“健康之乡”发展。

做足“商”文章
———洪江区古商城小镇见闻

“钓”来大产业
———临湘市浮标小镇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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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小云）省政府办公厅日前正式印发
《湖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 (� 2019-2021�年 )�》 (�以下简称
《方案》 )� ， 将利用3年时间对全省砂石土矿
进行专项整治。 到2021年，全省砂石土矿(不
含河道采砂) 总数减少近40%， 力争控制在
1500个以内； 大中型矿山比例由现在的12%
提高到30%以上； 全省历史遗留矿区和关闭
矿山生态环境（含地质环境）治理率达80%以
上；全省绿色矿山达标率80%以上。

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省砂石土矿数量较多，现有砂石土矿
占全省采矿权总量的68%，资源开发“小、散、

乱”现象突出，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而且部
分地区砂石资源出让价格偏低， 资源资产流
失较为严重，政府和百姓所得收益不多，亟须
通过专项整治予以规范。

根据《方案》，此次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
动的主要任务包括开展调查评价评估、 严格
专项规划源头控制、开展矿山集中整治、严格
采矿权审批管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强化生
态修复治理、深化有偿使用改革、创新产业发
展模式等。

《方案》特别提到，要依托现有省级及以上
产业园区，以“园中园”形式，建立一批砂石产业
园区，积极推广“砂石+水泥或饰面石材”的发展
模式，推动砂石相关产业的一体化经营。

湖南重拳整治砂石土矿
到2021年全省砂石土矿总数减少近40%

� � � � 1952年8月3日，
毛泽东主席为段德昌
烈士家属签发的中央
人民政府第一号“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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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证”

（档案原件存段
德昌烈士家属手上，
此照片由南县档案馆
提供）。

权威发布

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庄劲旅 王明贵

【红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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