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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事】
“新化县各界代表一千五百人，怀

着沉痛的心情与光荣感，在本月二十三
日隆重举行追悼会，追悼为抢救朝鲜溺
水少年而牺牲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
罗盛教同志……”1952 年 2 月 27 日，

《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刊发了一
篇名为《志愿军代表和朝鲜人民代表
抵新化追悼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
报道。

那一年的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士罗盛教为救不慎落水的朝鲜儿
童崔莹，献出了宝贵生命。那时，他才
21岁。罗盛教牺牲后，朝鲜政府为他修
建了纪念碑，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为
纪念碑作了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

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68 年过去，那个在数九寒天里向

着冰河义无反顾纵身跃下的年轻身影
从未走远，直到今天依然震撼我们的心
灵。

4次托举救出朝鲜少年

6 月下旬，正值汛期，资江水穿过
新化县城滔滔而过，罗盛教纪念馆静静
矗立在资水河畔，显得庄严肃穆。馆内，
一幅幅图片、一行行文字诉说着罗盛教
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令前来缅怀的人
们感动不已。

“罗盛教的生命定格在了遥远的朝
鲜，但他永远活在中朝人民的心中。”作
为纪念馆的金牌讲解员，邹虹自 1998
年进入纪念馆工作以来，每讲到动情处
都会潸然泪下。6月22日，她再次饱含
深情，讲述了罗盛教由一个普通农家孩
子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
过程。

1931 年 4 月 22 日，罗盛教出生在
新化县松山乡桐梓村马龙坳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新中国成立后，罗盛教报名
参军，被送到湘西军政干校学习。1950
年，他被调到某部文书训练班学习，之
后又被分配到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直属
侦察连任文书，参加湘西剿匪斗争。
1951年，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中
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

1952 年 1 月 2 日，新年伊始，正是
朝鲜半岛冰天雪地的时节。罗盛教和战
友一大早便来到了军队驻扎地附近的
冰河边，准备练习投弹。就在这时，河面
上突然传来几位朝鲜少年急促的哭喊
声。罗盛教听不懂朝鲜语，但当他看到
朝鲜少年的手势和破裂的冰面时，立即
明白了一切。他一边奔向冰窟，一边脱
下棉衣，纵身跳进了冰冷彻骨的河水
中。

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罗盛
教沉着冷静，很快便摸到了落水的朝
鲜少年，并成功将他托出水面。可是，
由于冰窟边缘的冰面太薄，承受不了
落水少年的体重，两人马上又跌落到
了水中。

一次，两次，三次……少年 3 次被
托出水面，但 3 次都没能上岸。这时，
罗盛教的体力已消耗殆尽，但他仍顽
强地再一次沉到水底，找到少年，并
再次将他顶出了水面。此时，罗盛教
的战友拖着电线杆赶到冰窟边，少年
抱住电线杆，被拉出了水面。当战友
尝试去拉罗盛教的时候，罗盛教已沉
入了水底。

找到罗盛教烈士的遗体后，朝鲜人
民以当地最隆重的葬礼将他安葬，并在
他牺牲的地方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写
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
永远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
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罗盛教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一
心只为救人。他不仅是朝鲜人民心目中
最可爱的英雄，也是中朝两国人民友谊
的象征。”邹虹介绍，为了纪念罗盛教，
1953年，朝方授予罗盛教“一级国旗勋
章”与“一级战士荣誉勋章”。罗盛教牺
牲的地方，更名为“罗盛教村”，安葬他
的山也命名为“罗盛教山”。当地还先后
出现过“罗盛教生产突击队”“罗盛教合
作社”“罗盛教合作农场”。而罗盛教所
救的少年崔莹，后来加入了朝鲜人民
军，并成长为军队高级指挥官。

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2009年，罗盛教入选全国“100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
年 9 月，罗盛教的弟媳、年过七旬的陈
纯老人又走进人民大会堂，领取国家授
予罗盛教烈士的“最美奋斗者”荣誉奖

章。“这是国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
时期的先进分子、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
授予的荣誉称号，是载入史册的光荣
啊!”6 月 22 日，回忆起领奖经历，陈纯
老人如是说。

采访中，老人道出了更多罗盛教生
前的故事。罗盛教出生于贫苦农民家
庭，从小心地善良。在湘西军政干部学
校学习时，罗盛教苦事累事都冲在前
面。1949年冬天，学校用来做桥梁的大
树被锯倒后滚进了水沟，师生们用绳捆
住树干往上拉，罗盛教不顾严寒，卷起
裤腿，跳入水沟中，使劲抬树干。其他同
学见状也纷纷跳入水中，合力将树抬了
上来。因为这件事，罗盛教所在的中队
被授予“开路先锋”称号。

抗美援朝期间，罗盛教工作努力，
除圆满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常冒着炮火
到前沿阵地为战友送饭，抢救伤员。一
天，罗盛教所在的连观察所附近的山村
遭美军飞机轰炸，他冒着浓烟烈火，抢
救出一位朝鲜老大娘和一名儿童。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当我被侵略
者的子弹打中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
体前停留，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
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罗盛教牺牲了，但是他的身后涌现
出了更多的‘罗盛教’。”邹虹说，作为一
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罗盛教其人、其
事、其品格，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

2018 年 3 月 23 日，新化恒达设计
学校的17岁学生王健成和同学在罗盛
教纪念馆附近散步，忽然听到河边有人
呼救，他们来不及多想立刻跑过去。下
到河边，王健成看到一名妇女在河水中
挣扎，他毫不犹豫跃入河中，拼尽全力
救起了落水妇女。

有人问王健成，是什么力量使他在
湍急的河水前义无反顾？他说：“旁边就
是罗盛教纪念馆，是罗盛教烈士的精神
激励了我。”

湖南日报记者 刘奕楠 黄利飞

长沙显示功能器件产业发展过程中，
“缺芯少屏”是一大“拦路虎”。正在建设的
长沙惠科第8.6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
产线项目（简称“长沙惠科项目”），将完善
长沙显示功能器件产业链，并为该产业冲
击“千亿级”添砖加瓦。

6月23日，记者来到浏阳经开区（高
新区）长沙惠科项目现场，蓝天白云下，32
台塔吊正争分夺秒作业，1200亩的土地
上悄然崛起一座“庞然大物”，主厂房只差
最后阶段的屋面板浇筑。

这一正在建设的亚洲最大单体工
业厂房，7 月 20 日就要封顶。长沙惠科
项目主厂房，面积共计64万平方米，相
当于 8 个“水立方”，主要生产 4K、8K、
10K等超高清大尺寸显示面板，是全球
首条 8.6 代 OLED 生产线，也是国内最
高世代的OLED生产线。

长沙惠科第8.6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
件生产线项目，是湖南省“五个100”工程重
大产业项目，总投资320亿元，总建筑面积
77万平方米。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可
实现产值150亿元以上、税收13亿元以上，
新增就业3500人，惠科集团也将成为全球

第二家大尺寸OLED电视面板供应商。
邱平是架子班组一组的一名工人。

下午4时左右，记者走上主厂房顶层时，
他正在为浇筑混凝土搭建操作平台。

“今天晚上加个班，得赶在拆塔吊之前
把混凝土打完。”邱平告诉记者，项目工
期紧、进度快，他搭的这一座钢管操作
平台将直接影响到最后的屋面板浇筑
进度，必须提高效率。

与时间抢进度！架子班组共有 3 个
组，组与组之间明里暗里都在“比拼”，大
家都要争当“百日竞赛排头兵”。

“我们原计划是8月15日前封顶，疫情
期间停工1个多月，本以为赶不上计划进
度了，但现在我们封顶的时间反而提前了
20多天！”长沙惠科项目相关负责人介
绍，项目部借赛促战，以湖南省百万职工重
点建设项目劳动竞赛活动为契机，从工程
质量、工程进度、生产安全、团结协作等方
面，设立有效的奖惩机制，带动管理人员及
劳务队积极性，大家热情高、干劲足，个个
争当“明星”，有活儿都是争着干、抢着干。

2月10日项目全面复工时，工地上
只有200多名工人，各种物料也严重不
足；如今，物料保障充足，项目建设现场
的工人已达7000多名，所有工作人员两
班倒，全力冲刺厂房最后的收尾工作。

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推算，2021年2
月将下线第一块超高清显示器。中建八局
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一切进展顺利的
话，他们将创造“15个月建成一座世界一
流超高清面板生产基地”的“长沙速度”。

建成世界一流超高清面板生产基地
——长沙惠科项目主厂房建设见闻

勇夺双胜利
项目高质量

湖南省百万职工劳动竞赛大擂台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曹娴）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草花互动2020战略
发布会上了解到，湖南草花互动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已研发上线手游产品9款，
注册用户超过 5000 万，已成长为华中
地区最大的移动游戏平台。

6月28日，位于中国（长沙）信息安全
产业园的草花互动，从原来租用的办公场
地搬进新购的4000多平方米办公楼，6款
全新的自研手游产品一并亮相，发展迈上
新台阶。草花互动CEO戴建清介绍，将加
快游戏及关联产业的孵化与发展，共建湖
南文化娱乐梦工厂，将草花互动打造成为
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新名片”。

2014年，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吹响“号角”，草花互动的创始人从上海

回湘创业。在湖南这片互联网发展沃土
上，草花互动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从最
初的10多人发展到300多名员工，从单
一的游戏发行转型为集手游研发、发行、
运营为一体，多款游戏产品的营收超过
亿元以上，相继被评为“2019年中国互联
网企业100强”、2019年“中国十大移动
游戏平台”。今年一季度，草花互动逆势
上扬，实现营收2.1亿元，同比增长46%。

“草花互动的成长是长沙移动互联网
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长沙信息产业园
党工委书记肖勇军介绍，作为长沙移动互
联网产业的集聚区，长沙高新区移动互联
网企业从 2014 年的 300 家已增至近万
家。其中，以草花互动等龙头企业为代表
的“游戏湘军”已初具规模。

“游戏湘军”初具规模

草花互动成长为华中最大移动游戏平台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 江钻）今年端
午假期，全省公路水路出行“几家欢
喜几家愁”。省交通运输厅今日发布
消息称，端午假期 3 天（6 月 25 日至
27 日），全省高速公路车流达 775 万
辆次，同比增长22.03%；全省道路、水
路客运量则大幅下降。

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高
位运行，小型客车占比达 87.24%。京

港澳高速、沪昆高速、长张高速、许广
高速这4条高速的车流量占比达假期
总流量的一半。

早在端午假期前，高速公路、高
速交警等部门机构充分准备好预案，
引导车主错峰文明出行，全省高速路
网运行平稳有序，未发生重特大交通
事故以及长时间、长距离、大面积的
交通拥堵现象。

高速车流激增，道路客运量却锐

减。近年来，受高铁、自驾车出行影响，道
路客运呈断崖式下滑。端午假期，全省道
路客运班线主要为中短途出行，累计客
运量为145万人次，同比下降49%。

受疫情影响，水运客流大幅下
降。端午假期，全省水路交通累计发
送旅客约 6.8 万人次，同比下降约
144%。水路客运量主要集中在山区
农村短途客运、湖区库区中远途客运
和水上旅游客运。

湖南日报6月 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长沙市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今日公
告，位于岳麓区洋湖片区的
一宗“限房价竞地价”住宅用
地正式推出，住宅（毛坯）销
售 均 价 不 超 过 每 平 方 米
13800元。这个价格，刷新了
长沙楼市的住宅（毛坯）最高
限价。

该宗地编号为[2020]长
沙市049号，东临潭州大道、
北临连山路、南临绕城高速

（南三环）绿化带，挂牌起始
时间为 7 月 18 日，挂牌截
止时间为 7 月 28 日。该宗
地为住宅用地，出让面积
67490.21 平 方 米（101.235
亩），容积率≤2.4，建 筑 密
度 ≤22% ，绿 地 率 ≥35% ，
建 筑高度 80 米。挂牌起始
价为 105281万元，最高限价
121478万元，住宅（毛坯）销
售 均 价 不 超 过 每 平 方 米
13800元。

记者注意到，049 号地
紧邻雅礼洋湖实验中学，周边有湖南妇女
儿童医院、宜家家居等配套，距长沙地铁
3号线也不远。

在049号地挂牌之前，岳麓区洋湖片
区住宅最高限价为每平方米12600元，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由中海地产“摇号”摘
得，现以“中海阅麓山”为案名正对外销
售。据了解，近两年长沙市“限房价竞地
价”地块的住宅单价均已破万元，并屡屡
刷新纪录。全市热门板块中，滨江新城片
区住宅（毛坯）销售均价限价已达每平方
米13400元，梅溪湖片区最高限价为每平
方米13000元，大王山片区最高限价为每
平方米11500元，月亮岛片区最高限价为
每平方米11000元。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孟
姣燕）今天，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与益阳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
湖南凯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华声公司与益阳东部
新区携手发力文旅板块，共同打造
体育旅游产业链，共筑益阳东部新
区文体旅融合发展新格局。华声公
司与凯清环保将在营销策划、渠道
建设、产品销售等方面开展深度合
作，共护湖南绿水青山。

根据益阳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
与华声公司签署的《益阳东部新区文
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从共同打造精品运动赛事
IP、联合开发体育旅游产品、共建水
上运动旅游基地 3 方面开展战略合
作，力争益阳东部新区2年内创建“中
国·鱼形湖”国家水上运动旅游基地，

3 年内打造省级、国家级桨板运动特
色基地，打造体育旅游产业链。双方
将举办鱼形湖桨板邀请赛、益阳走娃
少儿健走大赛等，孵化赛事品牌。

根据湖南凯清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与华声公司签署的《产品销售协
议》，双方就凯清公司的主营产品聚
乙烯（PE）固定床生物膜分散组合式
污水处理设备、ECO生物环保厕所零
排放技术开展战略合作。凯清公司授
权华声公司“产品销售湖南省总代
理”，华声公司全权负责其营销、策划
和宣传推广等工作。双方将落实省委
省政府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决策，助力守护好一江碧水。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控股的大型国有文化传媒
企业，2019年年营业收入超5亿元，业
务形态覆盖报纸、杂志、网站、两微一

端、数字出版、户外大屏、电商平台、文
化、教育、旅游、体育、美食等领域，下辖
全资、控股、参股企业30余家。目前，公
司正以矫健身姿向资本市场挺进。

益阳东部新区2010年12月经省
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是省两型社会建
设“五区十八片”示范区之一，致力于
打造国家级文化旅游度假区。辖内鱼
形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成功入列全
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
名单。

湖南凯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
益阳市招商引资回乡兴业的一家专
业从事生活污水治理咨询、科研设
计、制造生产、工程施工和运营维护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城
乡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全国领先技术
企业，在水污染治理领域拥有多项核
心产品及技术。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周志敏

【宁乡速览】
今年以来，针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宁乡市纪委监委打出一套“回
头看+专题治理+入村督查+村级巡察”
的组合拳。通过下沉监督之力，积极回
应群众关切，及时消除群众疑虑，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现场目击】
“都过了大半年，还以为这个钱不

会退了。”6 月上旬，看着存折上刚到账
的 1400 元饮水安全补贴，宁乡市金洲
镇颜塘村低保户严海军高兴地说。

5月25日，宁乡市纪委监委在开展
就业扶贫、住房和饮水安全专题治理检
查时，发现金洲镇 2019 年 102 户贫困
户、五保户、低保户饮水安全补贴未发
放到位。而这笔钱早在去年11月底，市
财政局就已拨付至镇政府账上。

补贴为何迟迟没有发下去？因为金
洲镇跟之前向群众宣传的补贴数额不
一致，怕群众不理解而一时不敢发。

根据有关规定，宁乡市对农村供水
网络覆盖区域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自来
水入户费用减免50%，对低保户、五保户
予以全免。

“之前每户交了1400元，因金洲镇
属于城区供水，其中有100元的管网配
套建设等费用。”金洲镇农办主任阳勇
超说，“在召开部署会时，业务部门明确

了相关规定，我们的理解是对收取的
1400 元予以退半和全退。但没想到这
100元并不属于退免范围。”

“由于干部在前期宣传补贴政策时，没
有把100元从补贴额度里扣除，导致下拨
补贴资金与承诺的补贴之间存在差额，怕
群众不理解。”金洲镇镇长张凤超解释，未
及时发放补贴，也是想在1400元的基础上
进行退免，为群众争取更多利益。但在具体
推进过程中，个别干部工作主动性不够，没
有及时向上级部门咨询政策，加上疫情影
响，导致这笔资金滞留在账上长达半年多。

宁乡市纪委监委对镇长进行了约
谈，并责令迅速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随即，该镇按 1400 元全退、700 元退半
的标准将12万余元全部发放到位，其中
100元配套费由镇财政“买单”。

“实现住房和饮水安全是‘两不愁、三
保障’的重要工作要求，也是社会关注的
热点，容不得半点拖延懈怠。”宁乡市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刘强表示。今年以来，宁乡
市纪委监委围绕就业扶贫、住房和饮水安
全三大领域，打出一套“回头看+专题治
理+入村督查+村级巡察”的组合拳，即对
去年“一季一专题”集中治理发现的问题

“回头看”；派出10个专项检查组深入就
业扶贫车间、产业项目和贫困户家庭进行
检查；聚焦31个省定贫困村开展一人一
村督查；对全市278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全
面巡察。目前，全市共督促整改问题229
个，处理处分10人，发出监察建议书3份，
用实际行动提升群众满意度。

罗盛教：

不朽的国际主义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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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振宇 通讯员 王茜

【红色档案】

宁乡：下沉监督之力，回应群众关切

一笔迟来的饮水安全补贴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6月27日，长沙市开福
区捞刀河街道，苏托垸盛开
的荷花吸引游客观赏拍照。
2016年起，开福区采取财政
补贴的方式，引导居民播种、
养护荷花。目前，该区域
3000亩荷塘已成为改善生
态效益，促进城乡品质提升
的“荷花生态走廊”。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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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出行“几家欢喜几家愁”

高速公路车流激增，道路水路客流锐降

华声公司分别与益阳东部新区、凯清环保开展战略合作

发力文旅板块 共护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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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27日的《新湖南报》关
于罗盛教的报道。原件现存于湖南省档
案馆。

江边纳凉赏夜景
6月28日晚，长沙市开福区风帆广场，众多市民在亲水平台休闲纳凉、欣赏江

景。随着气温的上升，不少市民傍晚来到湘江边休闲纳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