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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张敏

【档案故事】
1959年3月8日，北京。夜已深沉，

彭德怀执笔给家乡乌石的乡亲们写信。
这封珍藏在湖南省档案馆的彭德

怀亲笔信，收件人是“湖南省湘潭县卫
国人民公社乌石生产大队交许立仁、肖
怡静同志”。

彭德怀在信中说：去年（一九五八
年）乌石大队所属地区，未遭干旱，比一
九五七年大旱，自然要好得多，为什么
会缺粮呢？

这个问题，要从3个月前的一次调
查说起。

深夜“问粮”，田畔细数禾蔸

1958 年，中华大地被“大跃进”的
热潮席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
部长彭德怀决定深入南方各地调查，切
实搞清楚一亩田到底产多少斤粮。

1958年12月16日下午，在时任中
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
彭德怀回到了阔别30年的家乡——湘
潭县乌石寨。

当天晚上，彭德怀召开公社、大队
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首先询问粮食
产量。

公社书记李庆华说：“今年是大丰
收。全公社两万多亩田，大概要增产几
十万斤，还冒具体落实。上900多斤一
亩的生产队就有不少。”

彭德怀一听这含糊的回答并不满
意，再问其他干部，说亩产 1000 斤、
2000斤、3000斤的都有。

今年84岁的梁成德老人，当年还是
20 多岁的小伙子，他亲眼见证了这一
幕。

“彭老总说，有好多田就有好多谷，
肯定是你们秤搞错了，要赶快盘仓，意

思是数字不对。”7月8日，梁成德向记
者回忆，“听了彭老总的话，在场的社员
们都笑起来了，纷纷说：‘彭老总这么厉
害！’”

彭德怀接着询问：“上900多斤的
生产队，我们这个地方有不有？”

干部回答：“附近的吴公塘生产队
就是的。”

彭德怀立即冒着寒风，打着手电
筒，步行来到吴公塘田边。他蹲下身来，
拔起一蔸禾茬，数着一蔸禾上有多少株
稻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
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

彭德怀对干部们说：“你们看，禾蔸这
么小，又这么浅，可见禾是不大好的，会有
900多斤的产量吗？我们那时在家作田，
一亩田扮上500多斤，要算好禾咧！”

在彭德怀纪念馆，有一副馆藏国画
《数禾蔸》描画了当时的情形。7月8日，
纪念馆宣教员贺阳在这幅画前为记者
讲述了这个故事。

她告诉记者，面对彭德怀这种实事

求是的工作态度，大队干部们不得不承
认：今年的产量还没有出来，亩产900
斤的数字是喊出来的。

殷殷寄语，一生敢讲真话

这次回乡，彭德怀只待了两天一
晚。他马不停蹄地查看了田间地头，走
访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炼铁厂、食堂
等地，所见所闻，令他忧心。

听到公社负责同志说已经炼出了
640 多吨铁，彭德怀十分惊讶，问：“炼
一吨铁要花多少成本？”干部们说：“我
们是不惜代价的。没有算过账，也算不
出来。”彭德怀听罢，不禁长叹一声。

彭德怀询问公共食堂办得怎么样，
社员们说，公共食堂普遍粮食不足，有
的食堂冒得油吃，菜也冒得吃。彭德怀
很痛心：“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为人民谋
幸福，搞得人民冒得饭吃，这究竟是为
谁服务？”

在家乡，彭德怀看到浮夸风盛行，

也看到某些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不良
作风。他叮嘱干部：要发扬党的密切联
系群众的作风，努力保持和群众鱼水般
的亲密关系。彭德怀给当地干部规定了

“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
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骂
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
准砍伐山林。

回京后，家乡的一切始终萦绕在彭
德怀心头，他辗转难眠，想阻止形势向更
坏的方向发展，又不便直接给群众泼冷
水。

于是，彭德怀写下这封信，委婉地
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措施。
他在信中指出，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
活，要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
排相结合。他认为，“乌石大队所辖区
的长远计划，是造林、种油茶、油桐、茶
叶、果树等”“还有水利建设，新居民点
建设，学校建设”“当前任务是要抓紧
农业大跃进的各项工作，加以具体安
排，争取粮食丰产，同时也要认真拟种
蔬菜，喂猪，养鸡、鸭、鱼以及其他副业
作物”。他还谈到旱地、水田、冷浸深泥
田等不同类型田土的技术处理问题，
叮嘱干部要“吸取老农经验，又要加以
科学研究”，字字句句，情真意切。

在这封信的末尾，落款时间为“三
月八日二十四时”。

彭德怀曾经说过：“我这个人，拿共
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很不够，但有
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
求是。”

对于在家乡调查所得，彭德怀如实
向中央反映，尽管这使他个人受到了不
公正的待遇，但他丝毫没有后悔。

戎马一生，心系百姓，彭德怀始终
践行“敢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初心。

7月8日，前来彭德怀纪念馆参观
的人群络绎不绝。贺阳告诉记者，家乡
人民也始终敬爱“彭老总”。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肖彬华

7 月 6 日，永顺县灵溪镇吉锋村，一
片片油茶长势喜人，清晨的露珠挂在油
茶果上，生机盎然。

吉锋村是湘西州纪委监委扶贫联系
村，自2018年1月州纪委监委驻村开展
扶贫工作以来，始终坚持以产业发展为
主的思路，大力发展油茶、养殖、食用菌、
烤烟等产业，并相继成立多个合作社，打
造一支永不撤走的扶贫工作队。

时下，正值农忙季节，记者来到吉锋
村，从一处处繁忙景象中，感受当地遍地
开花的致富“金果”带来的脱贫新气象。

食用菌撑起“致富伞”
“这车菌子卖出去，至少有 2000 多

元收入。”见到向成林时，他正在食用菌
大棚口，一摞一摞往自家的大货车上搬
食用菌。

向成林是该村集体合作社——席作
油茶合作社的社员，在驻村工作队的帮
助下，由一名退伍军人变成了闻名乡邻
的“小菌王”。

2018年初，驻村工作队与村支两委
因地制宜，决定发展大棚食用菌、生猪、
油茶、烤烟等一套绿色高效的产业体系。

“食用菌包用完了可以作肥料，经加
工也可以喂猪，猪的排泄物可以滋养油
茶、烟草和黄桃等作物。”向成林看到种
植食用菌前景好，拿出多年积蓄13万余
元，承包合作社3600平方米的大棚种植
食用菌。

刚开始种植时，向成林遇到了技术
和销售瓶颈，驻村工作队与合作社邀请
省农业农村厅专家到村里现场指导，并
带着他到永顺、吉首等地跑市场。逐渐
地，向成林在永顺县城、芙蓉镇等地有了
名气，订单络绎不绝。目前，他靠种植食
用菌年收入10万元以上，全村贫困户每
年可以从大棚租金里分红，多名贫困户
还解决了零工岗位。

尝到甜头的向成林不忘其他人，又
带着数十户村民一起种菌，主动为大家
提供技术、打开销路，规模小的每车也能
入账几百元。

油茶树上结“金果”
站在山头，一眼望去，满山都是油茶

树，不少已经挂满果实。
“已经挂果的树都是3年以上的，稍

微矮点的是去年补种的。种油茶易打理，
效益高，而且油茶地里还可以套种玉米、
烤烟，一举多得。”向森一边在油茶地里
施肥，一边向记者介绍。

39岁的向森以前在广东从事企业管
理工作，月收入可观。但不甘现状的他，
回到了吉锋村发展，先后养过牛、做过农
产品收购生意。

2018 年 3 月，村里大力发展油茶产
业。向森嗅到了商机，立即向村里申报项
目，并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帮扶
下，与村民签订协议，让村民用土地入
股，承包了227亩山地种植油茶，并成立
向森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向森又积极引导当
地贫困农户加入油茶种植，鼓励农户以
土地入股，实现利益共享。如今，合作社
入社会员已有5户，种植面积达727亩，
包括套种的烟叶、玉米等农作物，年产值
预估50多万元，支付20多户农户流转土
地年租金2.5万余元。

油茶产业的发展，还解决了当地村
民家门口就业，其中大多是村里的贫困
户，仅去年，合作社就支付工资 5 万余
元。“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扩大产业基
地，让更多农户参与到油茶种植中来脱
贫致富。”向森说。

“90后”IT男养鸡生财
丁家湾组的后山腰上，王卫国与父

亲一人给鸡喂食，一人捡鸡下的蛋。山林
里，成群的鸡争先恐后奔走抢食。

王卫国是“90后”，曾在深圳从事IT
行业，月收入7000多元。去年春节，回家
过年的王卫国听到村里正在发展产业，
加上自己学的是农学，便萌生了回村养
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想法。

王卫国的想法得到了驻村工作队的
大力支持，从鸡场选址到建鸡场、协调贷
款、修产业路，驻村干部都跟他一起忙活。

“大家这么帮扶我，苦点、累点我都
不怕。”逐渐富起来的王卫国成立了诺山
生态种养殖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方式，让贫困户入股，带领
村民一起养鸡致富。

王卫国不仅为合作社会员提供鸡
苗，还在养殖技术、销售上提供全方位帮
助。目前，合作社已有 5 户贫困户加入，
一天产蛋 1000 多枚，年出产土鸡 3000
多只。土鸡、土蛋供不应求，成为吉锋村
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现在的政策好，我们准备再扩大养
殖规模，争取养鸡达到上万只，多增加村
民收入。”王卫国对事业信心满满，还准
备今年娶个媳妇。

如今，吉锋村致富产业遍地开花，席
作油茶合作社有入社会员226户，油茶面
积2200多亩。今年，仅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生猪养殖就达367头，烟农在村内村外种
植烤烟4069亩，村民们个个干劲十足。

湖南日报记者 肖畅

每月 5 日，是韶山义剪队队长庞红
亮与老人“约会”的日子。7月5日8时，他
像往常一样带着工具来到火车站社区志
愿服务点，为老人义务理发。当天，韶山
还有20多名义剪队队员分布在4个服务
点，做着与庞红亮同样的工作。

从“单枪匹马”一个人义剪，到动员
12家理发店的老板与店员参与，成立义
剪队定期开展志愿服务，今年42岁的庞
红亮用了10年时间。

2010年的一天，庞红亮因支气管炎
发作住院。得知同病房的老人很想理发，
却因身体不好无法离开医院，庞红亮便
要妻子从自家理发店拿来工具，给老人
剪了个清爽发型。

“没想到老人家因为这件小小的事，
感动得落了泪。”庞红亮说，他决定用一
技之长，为老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从
此走上义剪之路。

此举遭到妻子反对。庞红亮与妻子
唐庆经营一家“漂亮亮理发店”，四五十
平方米的店面，只有夫妻二人打理。当
时，从事理发业 10 年的庞红亮，因技术
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不少顾客慕名而
来。

“顾客来店里找他理发，经常找不到
人。”唐庆坦言，“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生
意大受影响。”

下定决心的庞红亮不仅没有打消义
剪的念头，还经常说服妻子一起去敬老
院看望孤寡老人，去医院给行动不便的
老人免费理发。日积月累，妻子慢慢理解
了丈夫的善举。当年，夫妻俩将“为70岁

以上老人免费理发”的牌子挂在理发店
外。

上午 10 时，忙完服务点的工作，庞
红亮回到店里，老顾客欧阳光明坐在椅
子上等他理发。“从70岁开始，我就在这
里剪头发，今年 78 岁了。亮伢子不仅服
务态度好，还从不肯收我们一分钱。”欧
阳光明告诉记者。

与欧阳光明有同感的，还有日月新
村小区 83 岁的庞昌亮老人。“我们年纪
大了出门不方便，他就上门服务。五六年
了，从没落下我们。”庞昌亮笑着说，“他
手艺好，又晓得我喜欢什么发型，已经成
了我的专职理发师哒！”

10年时间，不论严寒酷暑，庞红亮始
终坚持给老人提供义剪服务。2015 年，
他加入韶山市“阳光 5 号”志愿服务活
动，每月 5 日定期到服务点开展志愿服
务。目前，他已累计服务近4000人次。

庞红亮的坚持感动了他的服务对
象，也感动了同行。这些年，经常有老人
将青菜、水果送到店里，不留姓名，送了
就走。还有许多理发店老板找上门，说
想和庞红亮一起，参加义剪。

“他的爱心行动得到大家赞赏。作为
同行，我们也想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尚艺风格老板胡念湘说。

今年 3 月，庞红亮牵头成立韶山义
剪队，12家理发店的20多名志愿者加入
其中。在医院、敬老院、服务点、老人家
中，经常看到义剪志愿者的身影。

“只有心中有爱，任何人都可以做志
愿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提供志愿服务。”
庞红亮说，他将带领义剪队，在志愿服务
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庞红亮：

10年带出
一支义剪队

湖南日报7月9日
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
员 王蓉）记者今日获
悉，为健全国家应急管
理体系、加强应急管理
学科建设，中南大学在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自
主设置“应急管理”目录
外二级学科，设置方案
已获审议通过。

响应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中南大学“应急管
理”二级学科将依托公
共管理一级学科，整合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社会
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传
播学、心理学等学科及
相关领域的力量，聚焦
发展校园安全与应急管
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与政策、应急管理能力
建设等三个研究方向。
学科拟于 2021 年开始
招生，力争在“应急管
理”高层次人才培养、应
急管理理论创新与应急
管理事业战略决策咨询
服务等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建设成为本领域国
内领先的应急管理教学
科研基地。

据悉，中南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20所教育部直
属重点高校作为国家首批“应急管理”
二级学科试点设置单位，已于7月2日
顺利备案。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杨茜）8 岁的文文左眼近
视850度，文文妈妈看到这一结果慌
了。近日在爱尔眼科检查后，被诊断
为“假近视”才放心。全国角膜塑形安
全监控委员会副主委、爱尔眼科小儿
眼科学组组长杨积文教授提醒，孩子
眼睛“看不清”一定要去专业眼科医
院检查，不可自行配镜，以防假性近
视得不到及时缓解，最终发展成为真
性近视。

不少家长一听孩子说“看不清”
了，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近视了？然
后就开始着急给孩子配眼镜。杨积文

表示，孩子说看不清，可能是多种原
因导致的。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后，首先
应到专业眼科医院进行检查，排查眼
部疾病，并进行“真假近视”检查，通过
散瞳缓解睫状肌调节过强及痉挛，让
验光度数更加准确。另外，判定“真假
近视”还可以分析两个重要数据，就是
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这两个数据应
该是相匹配的。当眼睛近视后，眼轴就
会变长，随着近视度数增加，这项指标
还会不断增长。反之，如果这两项指标
匹配程度正常，再排除眼部器质性的
问题，就说明孩子并非是真性近视，往
往无需配眼镜，可通过改善用眼习惯

和锻炼恢复正常视力。
杨积文提醒，虽然“假性近视”可

以通过改变习惯、进行训练等方式来
改善视力，但它的发生正在为孩子和
家长敲响警钟——如果不及时干预，
便会发展为真性近视。因此，矫正并
不是配一副眼镜这么简单，更重要的
是树立正确的近视防控观念，形成正
确的用眼习惯，以免“弄假成真”。同
时，家长还应尽早为孩子建立眼健康
档案，并带孩子及时、定期做检查。切
勿抱有侥幸心理，自行将“第一次检
查出近视”或者“年龄小”等作为“假
性近视”的判断依据，不进行干预。一
旦发现孩子已经是真性近视，要及时
通过科学的近视防控体系，针对不同
的成因采取合适的方式矫正，从而达
到良好的控制效果。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梁
辉 郭超 记者 李传新）九旬老人腹
部隆起20年，原以为是年纪大了“发
福”，没想到肚子里长了个巨大的囊
肿。7月6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多学科
团队迎难而上，为其摘除囊肿，老人
转危为安。

95岁的张娭毑家住益阳市赫山区，
大约从20年前开始，肚子慢慢变大，原
以为是上了年纪“发福”，加上没有不适
症状，老人和家人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

上。今年4月，老人开始出现腹胀的情
况，随着症状加重，吃不下东西，平卧时
出气不赢，只能斜躺着睡觉，人也迅速消
瘦，体重只剩下40公斤。

6月15日，老人在当地医院做腹
部CT发现，腹腔内有一个巨大囊肿，
几乎占据她整个腹腔和部分盆腔。由
于老人年事已高，加上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和多种心肺疾病，手术麻醉风
险极高。在当地医院的建议下，于6月
22 日转至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八病

室。入院后，老人的病情受到高度重
视，医院首席专家吴金术教授和蒋
波、彭创等肝胆专家多次讨论病情，
并邀请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内分
泌科、妇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
进行全院大会诊。7月6日，吴金术教
授及郭超副主任医师等为老人施行
右侧卵巢巨大囊腺瘤切除手术，手术
历时 1 小时 38 分钟。目前，老人生命
体征平稳，无发热、黄染、动脉栓塞、
肺梗、心衰等并发症。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彭一洲）7 月 8 日，由湖
南省儿童医院和新化县政府联合
组织实施的儿童先心病筛查救治
项目启动仪式在新化县人民医院
召开，将免费为该县 0 到 14 岁儿童
进行先心病筛查，提高“儿童先心
病”早诊早治率，降低先心病患儿
的死亡率。

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赵卫华介
绍，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发病率最
高的出生缺陷疾病，也是新生儿和
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开展
新生儿先心病筛查项目，旨在推广
筛查适宜技术，尽早发现患儿并及
时诊疗。据悉，作为湖南省小儿心脏
中心，该院将通过在新化县全覆盖
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项目，
随后按照湖南省卫生健康委的要求
在全省铺开。

致富产业遍地开花
——湘西州纪委监委扶贫联系村吉锋村见闻

彭德怀深夜给家乡乌石的乡亲们写下一封信——

灯下话桑麻，字字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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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视也要“打假”
两个指标帮你辨“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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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先心病筛查
项目在新化启动

0到14岁儿童
免费筛查先心病

娭毑“发福”20年，原是肚里长囊肿

7月9日，资兴市蓼江镇中心完小，放学时老师为小学生检查、整理安全头盔。该校比较偏远，
路途不具备校车接送条件，学生上学大都由家长骑摩托车和电动车接送。今年，该镇与公安部门联
合开展“一盔一带”安全防护活动，为该校的300多名小学生免费发放儿童安全头盔，保障交通安
全，并带动家长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朱孝荣 摄影报道

【红色档案】

彭德怀写给湘潭县卫国人民公社乌石生产大队总支书记许立仁、大队长
肖怡静的信，现存于湖南省档案馆。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见习记者 昌
小英 通讯员 罗伟洪 伍先安）7月9日，
记者从邵阳市城区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
中整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自7月4
日起，在城区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
中整治行动，在路上开展为期 3 个月的

“限摩限电”整治。
此次集中整治，联合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严厉打击违法生产、销售不符合
新标准、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自行
车，以及非法改装、拼装、篡改电动车，擅

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有违法所得等行
为。严格管理无证驾驶、无牌无证、假牌
假证车辆及违反禁止通行规定的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

7月4日，邵阳市交警支队、3个城区
的交警大队上路开展不间断集中整治行
动。截至7月8日17时，共查处电动车闯
红灯1379起，逆向行驶1427起，不按非
机动车道行驶 1575 起，收缴非法伞具
388 把，暂扣电动车354 辆，劝导教育驾
驶人14379人次。

邵阳开展“限摩限电”整治

从“头”
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