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漫画

为中华民族抗战付出“最
伟大、 最悲壮之代价”， 长沙
抗战， 用血与火诠释了湖湘
文化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
己任”的历史责任感、“踔厉敢
死”“敢为人先” 的士风民气、
“刚毅执着”“生生不息” 的坚
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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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历史文化名城长沙为中
华民族抗战付出了“最伟大、最悲壮
之代价”， 用血与火诠释了湖湘文化
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历
史责任感、“踔厉敢死”“敢为人先”的
士风民气、“刚毅执着”“生生不息”的
坚忍精神，成为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抗战时间最长的英雄城市。

爱国主义情愫在长沙
抗战中升华，演绎出一页页
团结御侮的历史篇章

“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
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湖湘
文化的爱国主义色彩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有着各不相同的体现，但基本精
神却始终如一，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他们
将经世致用的船山精神、质朴进取的
湖湘士气融为一体， 借时代风云际
会，得湖湘文化之先，从而开启了远
播神州大地、延绵世纪不绝的湖南人
的时代。

不怕死、不畏难、吃得苦、霸得
蛮，这是典型的湖湘文化的“骡子性
格”。随着日本侵略者铁蹄的恣肆，中
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这种

“以天下为己任” 的精神更是贯穿到
抗日救亡的民族独立斗争中，凸现出
非同凡响的深度和力度———

抗战相持阶段，全国范围内共进
行了22次较大规模的战役， 其中3次
就在长沙。在忍受着文夕大火和战争
罹难的巨大创伤的同时，长沙人民不
但生产自救，且依旧向前线源源不断
地输出米粮， 输出各种战略物资，成
为捍卫大西南的“盾与仓”。

殉道精神在长沙抗战中延
蔓， 铸就了一批批踔厉敢死的
不朽英魂

“湘人无奴性”。悲壮的抗战史上，传
承湖南人踔厉敢死的殉道精神，英雄的长
沙热土更是涌现出一大批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的民族英雄———

抗日名将齐学启，受命远征缅甸抗击
日军，在弹尽粮绝后，宁折不弯、慷慨赴
死，充分展示了中国军人的气节；

抗日骁将彭士量在常德会战中身受
重伤仍喊杀不止，拼力高呼：“大丈夫为国
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忠勇之
气使得在场的官兵泪流满面；

前清翰林郑家溉， 面对日伪高官厚禄
的诱饵， 慷慨痛斥： 我堂堂正正一个中国
人，决不当汉奸、作民族的千古罪人……落
入敌手后他抱道自重，舍生取义；

爱国艺人罗玉庭因誓死不为日军唱
戏，惨遭凌辱、迫害致死……

正是踔厉敢死的血性引领，长沙抗战
创造了世界传奇：1939年9月至1941年12
月，日军三次大举进犯长沙，均以败退告

终。这不仅对于已不断丢城失地的中国
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也
是整个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军首开胜
利的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当时曾报道
称：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胜
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
报》评论指出：“际此远东阴雾中，唯长
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自救伟力在长沙抗战中
彰显， 注定了长沙的悲壮与
伟大

1938年11月12日，凝结千年历史风
云和厚重历史文化的长沙古城被一场
大火付之一炬。长沙因此成为抗战史上
惨烈程度仅次于南京的城市，长沙人民
因此承受了战争强加给自己的巨大痛
苦。然而，长沙和她的人民凭着“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的雄魂与坚韧，一路挺过
来，把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
发挥到极致。

刚刚翻过的历史之页，记录着这些
故事———

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
人的积极组织，文夕大火的善后赈灾及
时有效；广大长沙人民忍痛负重，不怨
天，不尤人，在抗战胜利中追偿代价，在
抗战总清算中复兴长沙；

大火后仅几天，长沙城的废墟上就
出现了第一个交易市场———虽然只有
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却向世人昭示
着长沙人民的不屈；

市场的重建和交通、电讯的快速恢
复，标志着一片焦土瓦砾的长沙开始了
悲壮而伟大的复苏。

“历经沧桑不变位，遭尽患难仍留
名。” 惨烈的长沙大火和辉煌的长沙大
捷，使蒋介石对长沙这座城市既深感愧

疚，又肃然起敬。

文化个性在长沙抗战中
传承， 形成了与历史同步的
强大凝聚力

长沙“绾毂南北，控制东西”，物产
丰富， 抗日战争爆发后便成了战略后
方和拱卫西南各省的门户。 而长沙作
为湖湘文化之都， 深厚的湖湘文化底
蕴造就的浓郁的文化氛围， 更引得一
大批文化教育机关和文化名人趋之若
鹜，使得长沙群英荟萃，再一次冲在时
代的浪尖， 成为颇具特色的抗战文化
城。

经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帮助得以恢
复、 发展的中共长沙地方组织和徐特
立、 王凌波等领导的八路军驻湘通讯
处，全力以赴领导和推动全市各阶层民
众奋起抗亡图存。仅在抗战初期，长沙
就有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
协会、长沙育英儿童抗战工作团等抗日
救亡团体35个；创办了《观察日报》《抗
战日报》《湘流》《火线下》等抗日救亡报
刊30多份，当时有“报刊世界”之称。

几股洪流汇聚于湘江之滨， 他们
“不作战时古城的难民过客， 而作抗日
烽火的文化传人”， 共同肩负起开展抗
日救亡的重任，构成长沙抗战史上一条
不可或缺的战线，对前线的抗战具有极
大的宣传、播种之功效。

总之，长沙历经抗战血火洗掠而能
浴火重生， 是一种深厚的文化执拗，是
一种顽强生命力的抗争。在长沙的浴血
抗战中,湖湘文化的历史底蕴得到全新
的诠释，湖湘文化的扩张效应得到充分
的释放。

（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

特定区域人群的自称或他
称，是一方风土人情及精神观念
的反映。古代湖南人的自称或他
称，比较突出、稳定的有楚人、湘
人、湖南人等。

春秋战国社会巨变，诸侯并
立， 大家习惯自称某诸侯国人，
如秦人、赵人、楚人、燕人等。湖
南当时属楚，自然也称“楚人”。
而且湖南人对楚国楚文化有一
种特殊的认同感，甚至到明清之
际，还有部分士子以“楚人”、“楚
地”自居。明清之际的周圣楷搜
罗湖南古今人才， 为他们做传，
书名直接题为《楚宝》。这，不仅
因为楚国诗人屈原曾寓居沅湘，
湖南深受其“深固难徙”、“九死
不悔” 故土认同精神的熏染，也
与楚文化在湖湘文化中的地位
有关。楚人入主之前，湖南居住
着蛮、濮、越等原居民，春秋楚人
陆续入湘，战国已“席卷沅湘”。
随之而来的是不逊色于中原文
化的楚文化，湖湘文化从而有了
质的飞跃： 随着郡县制的推行，
城市陆续出现， 考古发掘的罗
城、麇城、黔中城、义陵城、索县
城等城址，均为明证；人们的文
化素养大大提高，文献典籍在湘
广泛流传，如1987年慈利县发现
一批楚简，里面就有《逸周书》、
《管子》、《宁越子》 等书佚文。也
正因为如此，楚文化向来被视为
早期湖湘文化最主要的源头之
一，是后世湖南人重要的历史记
忆。

秦一统天下，由于湖南远离
王朝政治中心， 发展较为缓慢，
但湖南作为一个相对独特的地
域空间，仍在逐渐形成。汉初的
长沙国，为长沙地区成为后来湖
南的政治、 文化中心奠定了基
础；西晋永嘉元年（307年），统治
者在此设湘州，其管辖范围大致
相当于今天的湖南地区，因此它
是以湘江流域为中心的行政区
域的雏形。加之这一时期相关地
理作品《湘中记》、《湘州记》、《湘
川记》、《湘中山水记》 等陆续出
现，进一步强化了湘江流域的行
政地理概念。所以南北朝之后的
唐宋间，不少人称当时的湖南人

为“湘人”。到了唐代，有一件事
特别值得注意，即唐肃宗至德二
年（757年） 设湖南观察使，“湖
南”一名开始出现。于是也有人
称湘人为“湖南人”，柳宗元描述
当地习俗， 就使用了这一称谓。
不过，湖南观察使只是当时在湘
设置的四个观察使、 节度使之
一，而且不久便改名，所以它与
后来的“湖南”不一样，因而此时
的“湖南人”概念流传并不广。真
正常见“湖南人”称呼，则到了清
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行省一
分为二，设置湖南省之后。

与湖南古代称呼相伴随的，
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 如，
唐代湖南人刘蜕中举，外人认为
这里长期蛮荒，人才不多，因而
是破天荒的事情， 刘蜕反驳道：
“一千里外，岂曰天荒？”此后这
类言行更多，如“惟楚有材，于斯
为盛”、“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
湖南人尽死”，等等，既折射出本
土精神面貌，也反映了近古湖南
人对本土早期历史文化的记忆
与深切认同。

这历史认同，以及所体现出
的自信、自豪，是近代、现代湖南
人地域认同、故乡情节异常突出
的重要渊源。 如果放大了看，它
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现，
这一点在现代仍具有重要价值。
当下，我国的社会改革、经济建
设朝纵深发展，正努力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达成这一
宏伟目标？最近，中央在制度自
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基础
上，又提出了第四个自信即“文
化自信”，而且认为“文化自信是
基础”，是根脉，是社会协调发展
的精神保证。所谓“文化自信”，
就是要立足本土，增强民族自豪
感，传承吸取古代优秀文化与精
神，服务现代化建设。湖南人古
代称谓中体现出的文化传承与
文化自信，不仅是湖南社会发展
的重要信念，也是我国文化自信
的典型个案，值得大力弘扬。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
系。本文系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
项目“湘学志”子课题“湘学源流
研究”阶段性成果。）

如何防范治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中的腐败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
重大问题。如何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
廉政风险进行有效防控,�笔者认为应从
以下三方面着力。

建立以监事会为中心的
公司治理结构

以监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之上。因为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更
容易发挥党组织在公司中的政治核心
和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能够强化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中的监管职能，减少委托代
理的层次， 使党组织直接融入监事会，
使“新老三会”（“老三会”是指党委会、
工会、职代会，“新三会”指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实现有机融合，使得监事会
的监管落到实处， 而不是事后监督。另

外，还要注重分、子公司治理结构的
改革，建立多层级的监事会中心管理
体制能够理顺母子公司间的关系以
防控廉政风险。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夯
实管理基础

制度建设应在搞好顶层设计、完
善体系、 狠抓执行三方面上下功夫。
首先，搞好顶层设计是发挥制度风险
防控作用的关键，制度的顶层设计要把
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作为重点，使权力资
源得到合理配置，同时，设定权力界限，
并规范制度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通过
制度的顶层设计来确权、分权、限权和
督权。其次，要通过“废、改、立”等方式
对制度进行系统梳理、整合，形成一个
相互联系、衔接、协调和完善的制度体
系，从而发挥制度的整体效用。再次，要

加强对制度的宣传学习和执行落实，增
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者的制度意识，引
导他们养成严格按制度办事的习惯，并
做到用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形成制度
“人人有敬畏、 人人有维护、 人人有执
行”的浓厚氛围。

逐层完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首先，要突出清理和界定职权。有权

力的岗位就会存在廉政风险， 在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中搞好廉政风险防控的关键
就是要找准廉政风险点， 必须逐岗位进
行一次彻底的职权清理， 并编制好职权
目录。 其次， 要突出重点职权的运行监
控。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职权目录内容繁
杂，涉及部门及人员也很广泛。若保证权
力运行监控机制的效果，必须突出对人、
财、 物等廉政风险较大的重点职权和权
力事项的监控。这些权力运行正确与否，
直接关系着公司经营管理和党风廉政建
设，直接关系着公司改革发展的成败。再
次，要重点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只有把权
力运行程序化、规范化，才能保证权力的
正确行使。具体要监控三个方面流程：一
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是否建立并遵守
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二是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中财务审批制度是否规范， 是否存
在违规动用资金的问题； 三是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中重要物资购销、 工程基建环
节的招投标是否合规。

（作者单位：长沙市企业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抗战：用血与火诠释湖湘精神
□李敏

湖南人古代称谓中体现出的文化传承与文化
自信，不仅是湖南社会发展的重要信念，也是我国
文化自信的典型个案，值得大力弘扬

理论探讨

湖南人的古代称谓
与文化自信

□蒋波

工作笔谈 国有资产风险防控的着力点
□张红明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的
腐败防治是当前一项重要工
作，要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
基础、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等三
方面重点发力

责任编辑 朱永华 版式编辑 李珈名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县委书记始终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
心中有戒”， 这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
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就信访系统的干部
而言，我的感受就是要做到心有“三度”

站位有高度 ，肩负责任重大 。做好
信访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
和谐稳定、事关经济发展大局，信访问
题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矛盾
激化，甚至酿成事端，每一位信访干部
要感觉到责任重大。去年底，我县大小

18家企业、在建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集中爆发 ，涉及工人2195人 ，拖欠金
额1839万元 。 华昌纺织职工要求解决
“五险一金” 问题多次结集到县政府上
访，而且规模大、频率高、行为激烈 。我
们第一时间到接访场地了解情况后，迅
速向分管的县领导汇报。通过深入职工
家中了解情况，收集意见，最后形成了
详实的调查汇报材料。通过专案组历时
半月的工作， 华昌纺织职工彻底稳定。
同时还为解决我县其他企业拖欠职工

保险金的问题，提供良好的破解思路。
干事有热度，感悟工作智慧。信访工

作苦，每天面对吵闹声和不平事，身心俱
疲；信访工作难，事情解决不好，群众怪，
领导“批”。虽苦虽难，但却能在第一时间
感知群众冷暖， 在第一时间知晓群众困
难、愿望、诉求，如果我们开动脑筋、肯下
功夫，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各
种新问题、老矛盾集中凸现，信访工作面
临严峻考验。作为一名信访工作者，不仅
要熟练掌握政策法规， 善于做群众思想

工作， 还要有较强的应对突发情况和解
决疑难问题的能力， 具备出色的语言表
达能力和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为官有尺度 ，感受平凡真情 。信访
局长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官”，但也能凭
借自己的“权力”为信访群众办事。如果
这种“权力”用好了，发挥好了，“桥梁 ”
就会更坚固、民心也会更稳定 。如果出
于真心、公心为信访群众办事 ，没有超
越法度之外的用权，就是用好了权。如：
在不出现连锁反应的前提下灵活变通，
处理好了一些疑难信访问题；对信访人
从情感上给予关爱 ， 从经济上给予救
济，从生产上给予帮扶去处理 “法度之
外、情理之中”的信访问题。

（作者系华容县信访局局长）

信访干部要有“三度”
□晏佳贵

学讲话 用讲话
心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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