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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志军

8月3日，祁阳县龙山街道龙山社区
一座老旧的居民楼里，不时传来热烈掌
声。八路军115师老战士张文吉，在跟来
到家里的师生们，讲述亲历的抗日故事。

张文吉家是名副其实的抗日之家，
一家四口都是八路军战士，满怀赤子深
情，英勇抗战，保家卫国。

未能送哥哥最后一程

张文吉出生于 1932 年。现在虽然
年事已高，但说起家人的抗日故事，老人
思路清晰，激动不已。

张文吉说，他父亲叫张林贵，是一名
红军战士。在他不到两岁时，父亲在战
场上牺牲。

张文吉的哥哥张文明出生于 1926
年 11 月，1938 年入伍，1942 年入党，任
八路军115师师直通讯班班长。

1943 年 7 月，在山东诸县，张文明
为保护师部安全，带领通讯班与日军激
战。他在连续击毙几名日本兵后，大腿
被日军炮弹的弹片削去一大块肉，身负
重伤。后来，张文明因伤重牺牲。

张文吉说，继父唐世清和母亲推着
一辆小木车，载着哥哥的遗体，把他安葬
在江苏省甘宇县。因战事紧张，张文吉
没能见哥哥最后一面，成为他一生的遗
憾。

张文吉的继父唐世清也是八路军
115师战士。1893年出生的唐世清是祁

阳县人，因为家境贫寒，10 多岁在家乡
黄泥塘煤矿下井挖煤。

1925 年，唐世清为工友主持公道，
被煤矿老板反绑双手吊在树上示众。
当晚，工友偷偷放开唐世清，唐世清与
同在煤矿挖煤的弟弟唐世荣连夜离开
祁阳，几经辗转，加入叶挺独立团。
1927 年 8 月 1 日，唐世清、唐世荣参加
了南昌起义，后随部队上井冈山。在保
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唐世荣英勇牺
牲。

唐世清随部队参加长征到达陕北
后，成为八路军115师战士，参加了平型
关大捷的战斗。唐世清经常对张文吉
说，虽然当时每人只有几发子弹，但大家
不怕死，奋勇冲锋，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

此后，唐世清随部队转战多地，多次
受伤。在一次战斗中，日军炮弹爆炸后
掀起一块石头，压在他身上，他吐血不
止，抢救几天才活过来。1944 年，在一
次奔赴抗日前线途中，罗荣桓见老部下
唐世清走路不方便，把自己的马送给他
骑。

机智勇敢送“鸡毛信”

张文吉的母亲杨培英是山东沂水县
人，1939年成为八路军115师被服厂战
士，后来改任军械部保管员。

被服厂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手工作
坊，杨培英与同事一道，加班加点为部队
赶制军装、布鞋，支持抗战。杨培英还因

工致残。
1939 年，张文吉入伍，成为八路军

115师通讯员。
一次，部队首长要张文吉和战友王

乃文送一封重要的信到前线。张文吉立
即与王乃文骑马急行。

突然，张文吉发现前方高粱地里人
影晃动，示意王乃文停下来观察。果然，
里面6 匹高头大马上，坐着全副武装的
日本兵。

这时，日本兵发现了张文吉、王乃
文，策马追来。张文吉和王乃文赶紧调
转马头，夹紧马腹狂奔。身后日本兵紧
追不舍，开枪射击，子弹从张文吉、王乃
文头顶、耳边飞过。

情急中，张文吉、王乃文来到一处悬
崖，两人只好下马。怎么办？张文吉眼
尖，发现悬崖边生长着茂盛的藤蔓。他
赶紧用脚踢马，让它们跑开，吸引敌人注
意力，然后与王乃文抓着藤蔓爬到悬崖
下躲起来。

日本兵追到悬崖，没见到人，拿枪朝
悬崖下扫射。天黑后，张文吉、王乃文爬
上悬崖，及时把信送到前线，受到部队首
长表扬。

因为物资匮乏，每次战斗结束后，八
路军战士要收集战场上的子弹壳，送到
兵工厂填充弹药，做成子弹。

张 文 吉 等 经 常 到 兵 工 厂 帮 忙 。
1944 年，张文吉在填充弹药时，弹药突
然爆炸，他右手大拇指、食指被炸去半
截，造成三级伤残。

1947年，唐世清、杨培英、张文吉为

给部队减轻负担，主动上交了各自的伤
残证，不再领伤残补贴。

教育子女自食其力

1957 年，张文吉转业到祁阳县工
作。他从不以“老八路”居功自傲，更不
向人谈起自己的经历，自觉服从组织安
排，长年在工厂车间从事技术工作。每
天下班，张文吉走得最晚，把车间打扫得
干干净净。

张文吉刻苦钻研技术，他加工的产
品，多次被作为示范产品。1969 年 10
月 1 日，张文吉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20年国庆观礼。他一直珍藏
着编号为0002550的“国庆观礼代表出
入证”，更加努力工作。

张文吉从不向组织上提要求，直到
1982年退休，他还是一名工人身份的副
厂长。

张文吉心胸宽广，他的 4 个子女全
跟继父姓唐。张文吉的大儿子唐小军
介绍，父亲从小对他们严格要求，从不
允许他们在外面谈起爷爷奶奶和他的
情况，一直教育他们勤奋努力、自食其
力。

1997年，张文吉的大儿子唐小军、女
儿唐小荣、小儿子唐小建从祁阳县电机厂
下岗。有人劝张文吉出面找县领导提要
求，给孩子们安排工作，张文吉当即拒绝。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张文吉的孩子
都很努力，他们四处打工，一大家人过得
很开心。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宽祥 刘杰

8月4日上午，肖俊顶着烈日，来
到澧县城头山镇国富村，回访机耕道
建设情况。正在田间作业的村民肖永
庆走上前，指着长势良好的稻子说：

“‘英雄所长’，搭帮你调解，这成片的
稻田终于修通了机耕道，今年又是一
个丰收年！”

今年 35 岁的肖俊是澧县城头山
司法所所长，而他成为“网红”，被乡亲
们称为“英雄所长”，要从他跳入冰水
中救人说起。

去年 1 月 7 日，当时在澧县盐井
司法所工作的肖俊，驱车去县城报送
材料，途经梦溪镇缸窑村时，发现一辆
小车翻进了池塘，只剩车尾露出水面。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地上覆盖着
冰雪。池塘里，车子不断往下沉，而车
里还困着 1 个大人和 1 个小孩，情况
十分危急。肖俊毫不犹豫，脱下棉衣，
纵身一跃，跳进了刺骨的冰水中，抡起
拳头使劲捶打车窗玻璃。

2岁小孩被救出时，脸色苍白，四
肢冰凉。被救起的司机赵勇事后想起
都感到后怕：“没有肖俊，我和孩子不
是被淹死，就会被冻死。”

肖俊将人救起后，拾起棉衣，悄悄
离开。但他冰水中救人的场景，被围
观群众拍下视频，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引起热议，大家纷纷对肖俊见义勇为、
敢于担当的精神给予点赞。省司法厅
给肖俊记二等功。随后，肖俊被评为

“湖南好人”。
去年，肖俊被任命为澧县城头山

司法所所长。他照常坚守在一线，事
事冲在前面，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去年，他在城头山独自调处
的矛盾纠纷就有60多起。

“组织信任，群众需要，那我就
干！”今年 1 月，城头山镇大兴村党总
支书记请辞后，一直没有合适人选，最
后镇里找到了肖俊，希望他能代理一
段时间。大兴村由 2 个村合并而成，
有3574 人，部分还是外地移民，民情
复杂，但肖俊毫不犹豫，接受了组织的
安排。

当时，澧县正在开展禁止焚烧秸
秆行动，肖俊没日没夜四处“灭火”。

“头发、衣服到处被烧……”大兴村治
安主任尹辉成记得肖俊扑灭燃烧的秸
秆时的情景，对这个年轻的代理书记
印象深刻。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肖俊整天蹲
守在村里，带领村干部逐门逐户摸排
情况。有时排查到凌晨三四点，就干
脆睡在车上。

4月，正是春耕生产时节，但受疫情
影响，今年春耕生产比往年晚了一些。
国富村村民到司法所反映，该村有一片
100多亩的稻田，想修机耕道，便于旋
耕机进入田间作业，提高作业效率，但
一处老屋场挡住了机耕道去路。

得知情况，肖俊用 2 天时间，从
法、理、情等方面做屋场主的工作，终
于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后来机
耕道修通，让10多户农户告别了全靠
人力、畜力的传统耕作方式。75岁的
肖永庆有7亩田在那一片，“看目前长
势，每亩可产650多公斤干谷。”肖永
庆高兴地说。

“危难时刻显本色，大事难事见担
当。”澧县司法局局长何雪松说，其实
肖俊家里也正是需要他的时候，小孩
8岁，妻子怀了二胎，还有年迈的父母
需要照顾，但他坚守一线履职。7 月
防汛抗洪，他主动加入机动抢险队伍，
不分昼夜守在澧水大堤上。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卢嘉俊
通讯员 周晓鹏

雪峰山深处，山风带着草木清香
扑面而来。一片浓绿中，二都河缓缓
流淌。

8月5日，行走于此，放眼望去，一
座座花瑶民居错落有致，在蓝天白云
映照下别具风情。这里就是2020年
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溆浦县北
斗溪镇。

从沪昆高铁怀化第一站溆浦南
站下车，沿溪而行，便进入了北斗
溪。这里距离溆浦县城47公里，曾是
溆浦县最偏远贫困的乡镇之一。然
而近几年来发展迅速，成为一颗冉冉
升起的旅游业新星。

瑶乡风情似美酒

8月5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北
斗溪镇，二都河水面波光粼粼，岸边
碧绿的稻浪此起彼伏。

远方瑶族阿妹的歌声、花瑶八
面鼓的鼓声传来，打破了瑶乡的宁
静。

“想进寨子，必须大口喝酒，大块
吃肉!”瑶寨门口，热情的瑶族阿妹递
上一碗拦门酒，夹上一块流油的蒸腊
肉，用古老热情的瑶族风俗、美味可
口的当地饮食，为远方的客人献上神
秘瑶乡的第一道风景。

喝完酒、吃完肉，追着辰河目连
戏《抬灵官》的脚步，来到古院落太素
世第。古色古香的大院中，辰河目连
戏精彩上演，台上演员唱腔优美，台
下观众如醉如痴。

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辰河目连戏是我国现存为
数不多的大型民间祭祀戏曲之一，被
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在明朝，目
连戏就传入辰河流域，逐渐成为有别
于其他剧种的地方戏曲。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种
戏曲，看演员们挥舞水袖的样子好
美，我好想学！”“00后”观众杨昭娟兴
奋地说。

长见识，也长知识。辰河目连戏
国家级传承人周建斌介绍，辰河目连
戏故事情节主要是惩恶扬善、宣传孝
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吻合
的。

忽然，隔壁院落传来一片叫好
声。循声而去，原来这里正在上演极
为惊险的三棒鼓演唱。一人手持三
把锋利钢刀，不停地往空中抛出各种
姿势，挥洒自如，另外一人既打鼓又
演唱，还有一人敲锣，三人完美搭配，
引得游客驻足。

有游客爱好热闹的演出，也有游
客喜欢安静地了解瑶乡文化。瑶寨
另一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花瑶挑花省级传承人奉兰香，在
耐心地给游客讲解花瑶挑花的图案
特征、独特工艺等。

第一次来这里参观体验的游客
向勇竖起大拇指：“游玩内容丰富精

彩，还能了解民俗文化，犹如品尝一
壶年代久远的美酒，真是不虚此行！”

高铁进山模样变

相 传“ 北 斗 溪 ”原 来 叫“ 百 斗
溪”。这里东靠隆回、西邻辰溪，南通
龙潭洪江，北连新化宝庆。茶马古道
上来来往往的客人到了架枧坳上的
凉亭，就知道离北斗溪老街不远了，
走累了的人便去街上打尖歇脚。

过去没有公路，但船来船往、人
来人往，老街上也热闹得很，每天吃
掉的大米会达百斗之多，这就是“百
斗溪”的来由。

怎么变成“北斗溪”了呢？当地
老人说，那是后来有人见二都河在这
里曲折蜿蜒，状如天上的北斗七星，
故把“百斗”改为“北斗”。

酒香也怕巷子深。过去因水路
便利而热闹起来的北斗溪，囿于山高
路远，在别的地方公路、铁路发展起
来后，逐渐门前冷落鞍马稀，成了闭
塞落后之地。北斗溪美丽的自然风
光、独特的民族风情，也长期养在深
闺人未识。

改变，发生在2014年。
这年，沪昆高铁溆浦南站开通运

营，这个站就设在北斗溪镇上。从
此，北斗溪到长沙只需80分钟，到怀
化仅18分钟。

高铁带来的便捷，推动北斗溪文
旅产业加速发展。溆浦县副县长、北
斗溪镇党委书记梁金华介绍：“我们
抓住机遇，围绕乡村旅游，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产业发
展。”

民宿建设、研学营地建设……乡
村文旅产业日益兴盛，成为北斗溪一
张新名片。

记者这次来到北斗溪恰逢暑期，
北斗溪研学实践教育营地迎来了200
余名学生，他们学习制作神仙豆腐、
制作特杯包、掰玉米……开启快乐的
研学之旅。

茅坡村村民翟福春将自家房子
改造成研学农舍，有6间房供客人住，
收入可观。“我现在不要出去做事，在
家里就有收入啦！”翟福春的脸上挂
着甜甜的笑容。

文旅兴起来，村民富起来。由
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获得者、第七
届全国道德模范、宁波“支教奶奶”
周秀芳牵线，“沪甬杭(鄞州区)研学
基地”落户北斗溪镇。周秀芳说：

“城里学生在这里能受到教育，当地
老百姓也能得到实惠，这是一种‘造
血式’扶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北斗
溪镇依托当地资源，在国家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大力发展文旅
产业，迅速变了一个模样。

夜幕降临，月明星稀，瑶寨里燃
起了篝火，游客们与瑶族阿妹围成一
圈，唱起了动人的瑶歌：“党的光辉呀
照耀山乡，我们的生活奔向小康……
邂逅北斗溪，难舍又难忘……”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蒋境

打磨、缠线、打底……岳阳临湘市
大岭村女工赵敏利，坐在一条浮标生
产线旁，动作麻利。

在临湘市，一只浮标重量最轻不
足1克，最高售价可达几百元，背后是
一个有几千万人的国内垂钓者市场和
一个年产值30亿元的浮标产业。

一只小小浮标，如何能“钓”出一
个大产业？7 月下旬，记者在临湘市
的浮标龙头企业——湖南省池海浮标
钓具有限公司找到了答案。

掌握核心竞争力

“这款软体浮标，车子压不坏”“这
款是去年爆款”“这款专门针对鲤鱼设
计”……

走进池海浮标展厅，公司副总经
理李立明向记者介绍起自家产品，话
匣子就关不住。

浮标，被称为垂钓者的“眼睛”。
通过浮标的沉、浮、抖动，垂钓者可敏
锐感知鱼在水底的活动。

成立于 1995 年的池海浮标，25
年来专注生产浮标，现已发展成为国
内行业领军企业，业务遍及全国30多
个省市，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是名
副其实的行业“单打冠军”。

“我们兄弟俩很早就抓住了商
机。”李立明说，自己和哥哥李建明白
手起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瞄准了
浮标行业。

彼时的临湘，芦苇、桐木等浮标原
材料广泛分布，不少台商来此投资办
厂。一根几毛钱的芦苇，经过加工制
造，摇身变为一只高级浮标，“身价”能
达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这诱人的商
机，吸引了不少临湘本地人纷纷入行。

可由于本地企业生产水平较低，
当时的浮标市场主要由日资和台资企
业占据。

李建明与李立明兄弟俩，一个学
的机械电子专业，一个是销售出身，两
人合计：浮标行业门槛低，何不自己生
产设备，自己创造品牌？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池海浮标
诞生以后，很快走上了自主研发生产
之路。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全自
动上漆机正在为一只只浮标上漆，几
十秒的工夫，光溜溜的浮标变得光彩
亮丽。

“这台机器是哥哥研发的设备，节

约了几十名工人成本。”李立明说，自
己掌握了“核心技术”，产品销售就更
有底气了。

创业之初，李立明拉着行李箱走
南闯北，到处跑展销会。他还专门拜
师学习竞技垂钓，把最新产品送给圈
内大师们一一试用。这些产品在比
赛中积累的良好口碑，迅速在圈子里
传播开来，池海浮标逐步走入高端市
场。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池海浮标在
国内首创“碳化芦苇”和“去壳芦苇”，
引领了产业发展方向。企业自主研发
的“黄金眼”产品，获评湖南省著名商
标。

线上线下齐发力

岳阳临湘游钓文化园内，平静水
面上，浮标抖动，一名垂钓者扬竿中
鱼，喜笑颜开。“浮标上送，就知道有
了。”

钓池旁，来自长沙、南昌等周边城
市的钓友不少，他们大多结伴而来，在
这里玩上两三天。

现在的临湘市，不仅生产浮标，还
提供垂钓游乐服务，举办竞钓大赛，形
成了原材料供应、机械制造、浮标加
工、电商营销、商贸物流等完整的浮标
产业链。全市浮标生产企业近 800
家，浮标生产规模占据了八成的国内
市场，年产值达30亿元。

“临湘市正在建设浮标特色小镇，
它们的最大特色是小而专，产业融合
发展。”省发改委规划处负责人介绍，
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倒逼企业转型升
级，不断做大产业文章。

一边是智能化生产车间，一边是
电商直播间，池海浮标的产品刚一出
炉，就能亮相在消费者眼前。

这几年，池海浮标的销售从线下
走到线上。去年的“双十一”，企业以
230 万元的销售额，夺得浮标类电商
产品的销售冠军。

这个月，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
台，池海浮标的一款夜光电子浮标销
售火爆。这款浮标，在晚上可以看清
楚水面状况，适合夜钓者。

“3只浮标，是一张名片的重量。”
变的是重量，不变的是质量。新专利
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擦亮了垂钓者的

“慧眼”，开辟了广阔的产业新天地。
如今，池海浮标每天可生产近万只浮
标，产销量和品牌知名度在全国排名
前列。

热血河山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八路之家”赤子情

北斗溪：难舍的邂逅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肖俊：

危难时刻显担当

25年来专注生产浮标，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池海浮标：何以夺得“单打冠军”

完工即投产，投产即达产
——中联智慧产业城项目建设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黄雪娱

七月酷暑，骄阳似火，中联智慧
产业城的建设“热气腾腾”。

7月30日，记者来到中联智慧产
业城挖掘机械智能制造园区施工现
场，只见钢梁林立，数个单体厂房已初
具雏形；施工设备一派繁忙，挖掘机、
打桩机、强夯机轰鸣声不绝于耳。

“施工队大干快上、抢晴战雨，计
划今年底实现首台大型挖掘机下线，
填补湖南省大型挖掘机生产制造的空
白。”中联重科基建总监、智慧城建设管
理公司总经理张少华介绍，项目于3月
12日正式进场建设，目前建设工人达
1500人，共有100多台设备同时作业。

耀眼日光下，建设区域内黄土裸
露但十分干净整洁，主干道更是亮丽
宽阔。低头细看，脚底下铺的竟已是
沥青路，工程车从身旁驶过，只闻声
响毫无扬尘。

项目总工龚鸿自豪地说：“从业近
10年，我也是头一回遇见这样‘永临结
合’的设计和施工。”即一改此前施工期
间修一条临时道路用作通行，待项目
完工后再修正式道路，而是在工程初
期就直接修正式的、永久使用的道路。

施工时间长、工程车辆多、建筑
材料杂，要想在项目完工时仍然保持
道路“完好如初”，绝非易事。

这种创新的设计布局，十分考验
团队的综合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不
仅需要根据道路使用强度、承受力度、

使用长度等指标反复验算，还需要提
前安排水电线路。中联重科与施工设
计方花了几个月时间，前后提交了十
几种方案，最终才突破这一难题。

如此一来，既加快了项目进程，又
避免了物资上的浪费。“前期不用修临
时路，后期不用‘拆’临时路，至少可以
使项目工期缩短两个月。”龚鸿说。

挖掘机械智能制造园区总共要建
设6大单体厂房，包含高强钢备料中
心、配料中心、中大挖结构件车间、中
大挖装配车间、微小挖装配车间、调试
车间。其中最大的车间约为8万多平
方米，最小的车间也有 1 万多平方
米。钢构生产经理文晗晟指着不远处
已经封顶的一座厂房告诉记者，目前
单体钢构已经全面进入吊装阶段，工
地每天平均要完成180吨的钢构吊装
量，进度最快的是高强钢备料中心。

接近中午，工人们陆续“撤出”被
太阳炙烤的现场，记者留意到安全帽
底下大多是年轻的面孔。项目执行
经理刘鹏飞说这儿的工人以“90后”
居多，平均年龄28岁。

别看他们年纪小，肯吃苦的劲头
儿却不小，几乎每个人都皮肤黝黑、
汗流浃背，却精神抖擞。刘鹏飞开玩
笑说，判断工人干活努不努力，就看
他皮肤黑不黑、闻他身上臭不臭。

户外作业受天气影响较大，此前降
雨较多影响了工程进展。为实现“完工
即投产，投产即达产”的工作目标，“超英
杯”劳动竞赛正在各班组之间火热进行。

“技能比武”、一较高下，加上一
些激励措施，项目进展比原计划时间
表只快不慢。按照规划，2020 年底
将完成中大挖装配车间的安装调试，
实现两条产线平均6分钟下线1台挖
掘机；到2021年6月30日，挖掘机园
区整体建成投产。

——2020年湖南特色文旅小镇

8月4日，澧县城头山司法所
所长肖俊。 柏依朴 摄

8月5日下午，搜救人员背着走失的游客下山。8月2日上午11
时，一名7旬游客在南岳衡山中心景区走失。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救
援人员经过4天3晚不间断的11轮搜寻，于5日13时许找到走失老
人。 文兰 聂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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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百万职工劳动竞赛大擂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