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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整理
本期联盟党报四川日报

红军长征入川，是经过的14个省
中， 自然环境最险恶、 敌我战斗最惨
烈、党内斗争最激烈的一个省份，留下
了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大
草地等辉煌诗篇。9月上旬， 党报联合
采访团在四川， 继续沿着红军长征的
足迹重温历史瞬间。

巧渡金沙江
红军打响入川首战

红军入川的第一站皎平渡，是红
军长征史上“巧渡金沙江” 事发点。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渡江的地方。”指
着皎平渡口一处水流稍缓的江边，会
理县鹿厂镇中武山村村主任龙桂权
说。

抢占皎平渡口， 是当时全军能否
顺利渡过金沙江， 由云南进入四川的
关键。1935年5月2日， 中央对抢渡金
沙江作出部署。5月3日晚， 干部团前
卫连到距离皎平渡两三公里的洪门
厂，遇到船工张朝寿。红军请张朝寿带
路，张朝寿欣然接受。

夜色浓重，干部团到达皎平渡口。
此时，渡口有一艘船和一名船夫，原来
这是送敌人探子过江探听消息的船。
探子去向不明， 船和船夫被红军收缴
和俘虏。干部团仔细搜寻，又找到一艘
废船。经过抢修，和缴来的船一并投入
使用。

在夜色掩护下， 船悄悄向北岸靠
近。敌哨兵以为是南岸回来的探子，未
明就里就被红军俘虏。随后，红军战士
在岸上点燃一堆大火，报告南岸部队，
北岸渡口已被占领。就这样，干部团没
费一粒子弹，无一人伤亡，于5月3日晚
成功渡过了金沙江。

占领北岸后，干部团找到4艘能容
纳40至60人的大船和一艘小船，并找
来37名贫苦船工。在张朝寿的带领下，
船工们分成两班，7天7夜不停往返金
沙江面，3万多红军成功渡江。

当敌人的“追剿军”赶到金沙江南
岸时，已是5月16日，只能望江兴叹，
无可奈何。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
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取得了战略转移
的决定性胜利。

如今， 在皎平渡金沙江北岸立着
一个碑， 刻有37名船工的名字， 写着

“共和国不会忘记”。

“死亡之海”变身湿地公园

红原县瓦切镇日干乔大沼泽，面
积约250万亩，是红二、红四方面军左

路纵队穿越草地北上的必经之路。因
茫茫无际、渺无人烟，气候异常，被称
为陆地上的“死亡之海”。

“那时候，草地气候更为恶劣，
雨雪风雹来去无常。”红原县史志办
工作人员杜艳介绍，尤其是每年的5
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 年降水量的
90%在此期间注入地表， 使本来就
泥泞带水的草原积水成沼， 连绵成
片， 草原的危险也导致很多红军牺
牲在这里。

而如今， 这里已被列为全国100
个经典红色旅游开发区之一， 也是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 国家还投
资3045万元，启动实施了日干乔生态
湿地恢复工程， 恢复湿地近8万亩,并
建成了湿地公园。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美丽
的草原湿地风光，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
下， 附近的瓦切镇德香村就有17户牧
民建起了家庭宾馆和牧家乐。 德香村
牧民班玛俄热就是其中一个。前两年，
利用宽敞的定居房， 他搞起了家庭旅
馆，“每年平均接待游客1200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9万余元。”

在两百公里外的马尔康市卓克基
镇西索村一组， 立足卓克基官寨和红
军纪念馆资源， 全村80%的村民也搞
起了旅游接待。“今年上半年就接待游
客8万人次。”46岁的村主任金宝说，
下一步，还要开发红军菜，吸引更多游
客来。

红军入川
险境中留下辉煌诗篇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张湘
河 通讯员 李焱华 杨建成）“这种例
会就是好，村里有什么事，大家都看得
清楚，听得明白；有什么建议意见，都
可以当面讲好。”9月18日， 刚刚旁听
完一场村级月例会的泸溪县合水镇新
桥村村民杨家云感慨地说。

泸溪县以村务公开为突破口，探
索建立了“以村为主，会议时间固定、
人员固定、议程固定，财务公开、政务

公开”的村级月例会工作模式，在全
县全面推行“村务月工作例会”制度。
每月开会时， 村或社区五大主干、村
纪检员、非主干两委委员、各村民小
组长、驻村（社区）负责人、驻村扶贫
工作队或联建共创第一书记等六类
对象作为固定参会人员， 老干部、党
员、群众代表可以旁听。会议议程涉
及村级财务公开、村里当月存在的问
题及如何落实，并对下月工作作出建

议安排。
近一年来， 全县各村初步实现了

村务管理“工作有章法，行为有规范，
管理有标准， 办事有依据” 的良好局
面。全县150个村（社区）共议事4000
余项，完成3500余项，落实为群众办
实事1000余件，解决群众矛盾1300多
件。“村务月工作例会”制度实施后，反
映村、 社区干部纪检信访量同比下降
27.08%。

泸溪开“小会”破“大难题”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获悉 :2016年9月19日， 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湖南

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委
员、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刘少兵(副厅
级)决定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之中。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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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白雪 曾国辉 ）今
天上午， 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共同举办的全国“互联
网+”时代企业变革与创新高级研
修班在长沙市国家公务员培训中
心举行开班典礼，来自全国各省、
市、 自治区互联网及相关知名企
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
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共75名学员将在此开展为期一
周的“互联网+”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主要为加快
“互联网+” 时代企业管理创新，推
动互联网与各领域深入融合和创
新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贯彻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的精神。此次培训
内容涵盖“互联网+”与“十三五”规
划———企业创新、技术趋势与实施
路径，“互联网+” 时代传统企业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互联网+” 时代
下企业应具备的创新思维，“互联网
+” 时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互联
网+” 时代智慧转型与科学创业，
“互联网+”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的新特点等六个模块。采用专家授
课、学员讨论、案例教学、现场考察
等多种方式，深入学习研讨全球最
新最前沿的知识和行业动态，帮助
学员们进一步开阔视野、丰富知识、
提升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中秋的一天，我们从隆回县城
出发， 向北沿312省道驱车百余公
里， 便踏入了隆回县虎形山瑶族
乡。

云雾缭绕，群峦叠嶂，古木参
天，银花遍地。在这恍如仙境的崇
山峻岭之中， 居住着一支瑶族分
支———花瑶。千百年来，6000多瑶
族同胞在这平均海拔达1350米的
大山里，世代耕种，生息繁衍。

花瑶女子爱美。她们的服饰色
彩斑斓，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状若
葵花、大如斗篷的花头巾，和图案
精美的挑花筒裙。“花瑶”的族称由
此而来。

同行的乡党委书记袁愈绍告
诉记者，花瑶挑花，取法于自然的心
灵构成、自由赋形的造型观念、模糊

宽广的神秘寓意，整个挑花过程全
凭花瑶妇女一双慧眼和巧手，循土
布的经纬线进行徒手操作，图案古
朴繁杂， 独具匠心， 每一件挑花作
品，其实都是一个花瑶女人对生命
的理解和感悟。如今，“花瑶”挑花裙
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其他分支的瑶族不同，花瑶
奉大树为保护神，因此在花瑶居住
的地方，无不都是古木环绕。

勤劳朴实的花瑶人家，走过了
生活的艰辛与苦难，积淀了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里
拥有众多独特的民族风情，婚俗最
为独特。其“打泥巴”“炒茅李壳”和
“顿屁股”三部曲，往往在篝火旁上
演。

而最为热闹的，还数花瑶人每
年最盛大、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讨
僚皈”和“讨念拜”，每逢农历五月

十五至十七、 七月初二至初四、七
月初八至初十，瑶汉同胞都要进行
大型民俗风情表演： 梅山绝技、挑
花绝艺、呜哇山歌、情歌对唱……

在今天，虎形山瑶族乡依旧保
持着完好的民族特色，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坚守着先人们为他们划
定的生存轨迹和生活法则，真诚地
遵循着自己民族古老神秘、极富魅
力的民俗民风，悠然从容地缓缓向
前。

由于交通不便，虎形山瑶族乡
多年来一直“养在深闺”，但“酒香
也怕巷子深”。近年来，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六要素，隆回县
政府投入6000余万元建设旅游基
础设施，主要核心景点的农户年人
均增收2600元， 全乡种植金银花
面积达2万余亩，计划在2020年将
虎形山瑶族乡打造成5A级景区。

虎形山瑶族乡：大山深处的花瑶故里

全国“互联网+”时代
企业变革与创新高级研修班开班

� � � � 花瑶因
服饰独特、色
彩艳丽，特别
是女性挑花
技艺异常精
湛，故称“花
瑶”。

通讯员 摄

省检察院依法对刘少兵决定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