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6月13日，湖南广播电视台《连线红土地》大型直播活动在长沙市清水塘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启动。 肖克 摄

� � � � 6月21日，记者在古田会议
旧址现场连线介绍初心故事。

龚文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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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6月28日中午， 正准备出去遛弯
的李奶奶被电视里“朱引梅背着黄金
乞讨10年”的故事“锁”住了脚步，红
了眼圈。她并不知道，此时有500万人
和她一起被这个发生在80年前的平
江故事感动。

从6月13日至7月6日， 湖南广播
电视台推出《连线红土地》，13场直播，
寻根湘闽赣。共产党人的初心故事，红
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鲜活真实地
呈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在迎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时隔18年
再出发的《连线红土地》 给了我们答
案。

今天的红土地变成啥样了？
那些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的老
百姓是否脱贫了？《连线红土地》
回答了党和人民的牵挂。

《连线红土地》每期开场都
是“航拍红土地”，从空中把红
土地的崭新面貌全方位展示，
红绿美景交相辉映， 观众如亲
历游览，倍感亲切。每期3场现
场连线， 让观众亲眼见证了红
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
井冈山的神山村利用毛竹脱了
贫；瑞金从“半部电台”建起了
5G基站； 为红军生产出第一套
军装的长汀现在成了服装城；

浏阳蓝思科技的芯片打破了国外
垄断； 平江今年3月摘下了贫困
帽； 道县供港的万亩蔬菜基地长
势喜人； 宜章连绵的红茶园让村
民致了富……

在现场连线中， 观众还看到
了88年前一页24个字的入党誓词
里有好几个错别字； 饥饿的战士
拿了老百姓一个红薯催生了红军
《三大纪律》； 中共在瑞金颁布了
《反腐败法令》； 承担10万红军给
养的是于都钨矿；刻了21000个名
字的英烈墙只是20多万平江烈士
的代表……

在39场现场连线的今昔对比
中，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人永远不
变的初心，时刻牢记的使命。

18年后再次连线红土地， 奋斗
在红土地一线的150名“8090后”党
员主力经受了考验：“人晒黑了，心
更红了”。

湖南经视承担了直播启动仪式
的任务， 两名编导连熬5个通宵，全
体彩排至深夜。 湖南都市频道记者
张原儿子得了腺病毒住院、 爷爷过
世都没赶回来。 而奋战闽赣的湖南
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团队克服了外
联障碍、内无住处等诸多困难。开着
三台卫星转播车辗转13地的技术
团队，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风雨无
阻，没有耽误一次直播。

你知道吗？ 最初听到“初心故
事” 连连惊呼“还有这种事”的
“8090后”年轻记者们，开始感谢这
段值得铭记的经历。 他们笑着告诉
记者： 也许是英烈们的事迹感动了
天，从清水塘到汝城、瑞金、道县等
地，一到直播就雨过天晴，或直播过
后，暴雨才倾盆而下。

初心永记， 使命永恒。《连线红
土地》 让我们再次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谆谆告诫：“一切向前走， 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在《连线红土地》节目中，每期
声势最浩大的是“梦想麦克风”板
块，上百名各行各业的群众在麦克
风前喊出他们心底最想说的话，群
山回响，英灵有知。

《连线红土地》从18年前的湖
南经视一家参与，到今天的湖南卫
视、湖南经视、湖南都市频道三军
作战，和芒果TV、湖南人民广播电
台NEWS938潇湘之声五家媒体同
步直播，并通过公众号矩阵、“学习
强国”“今日头条”、 抖音等进行二
次传播。

湖南都市频道直播浏阳，在初
心故事里用上了沙画，直播汝城用
上了快闪，还把十八洞村的人请到
了沙洲村，让湖南两个最著名的村
子一起跳瑶族竹竿舞。湖南卫视在
长汀用一支MV《红军哥哥，你慢些
走》讲述阿妹做了30多年鞋等来一
纸烈士证书的“松毛岭之恋”。

长风猎猎，初心如歌。每一期
直播后面，一支与主题契合的红歌
MV、大合唱或诗朗诵，余音绕梁，
令观众沉浸其中，久久难忘。每期30分钟的《连线红土

地》， 7分多钟的“初心故事”，讲
述的都是信仰坚如磐石的共产党
人心底滚烫的爱情、 亲情和与老
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这种情，穿
透百年岁月，震撼了今天的观众，
引发共鸣。

故事浩如烟海，哪个最动人？
承担了井冈山、于都、长汀、古田、
通道5期直播的湖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派出20多人踩点，反复
筛选故事，主题、情感、特色一个
不能少。并请讲述人回到现场、带

着感情、巧用物证讲。而湖南都市频
道，把尽人皆知的汝城“半床棉被”
的故事拍成了微电影；湖南经视，为
讲好道县“断肠明志”的红34师师
长陈树湘的故事，请来了电影《绝命
后卫师》 里陈树湘身边小红军的扮
演者和10多位烈士后人。 于是，新
故事扣人心弦，老故事讲得巧妙，每
个故事都催人泪下。

这些“初心故事”，你真有可能
没有听过。25岁牺牲在井冈山的陈
毅安写给妻子一封无字家书， 妻子
等了63年；瑞金刘伯坚绝命书叮嘱

妻子把“虎、豹、熊”三个儿子培养成
人，继承他的光荣事业，而妻子已
先他一步牺牲；10万闽西子弟参加
红军，北上无音讯；红34师唯一幸
存的开国中将、湖北人韩伟留下遗
嘱，将自己的骨灰送回闽西；宜章
双目失明的老人，80多年坚持给无
名的小红军扫墓； 浏阳百年前的
“00后” 革命夫妻田波扬和陈昌甫
留下的5个月大的孩子， 在桂花树
下等了一生；长汀“红色华佗”傅连
暲携全部家产和医院搬到瑞金，随
红军长征……

6月13日中午12时30分， 长沙市
清水塘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中共
湘区委员会旧址）广场，红旗飘扬，《不
忘初心》的歌声嘹亮，入党誓词铿锵。
湖南卫视、 湖南经视、 湖南都市频道
《连线红土地》 采访车队昂扬出发，奔
向井冈山、瑞金、于都、古田、长汀、浏
阳、汝城、平江、宜章、道县、通道、桑
植。

“18年前，我们就是从清水塘出
发。”7月2日，节目总指挥、总策划、湖
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吕焕斌告诉记者，
2001年的6月13日12时30分， 时任湖
南经视总监的他， 为庆祝建党80周
年，带领60名记者踏上《连线红土地》
的征程。15天，2000公里，20多场连
线，700多分钟电视直播。“那时，我们
是在湖北租的卫星转播车， 自己组装
的直播设备。”

18年后，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吕
焕斌提议再访红土地，再连线。但这一
次，选点增加了福建的长汀和古田。

18年过去，湖南电视人装备技术
升级换代，积累了丰富的直播经验。多
支队伍联合制作，新媒体同步直播，新
时代的中国故事更感人，至6月30日，
《连线红土地》已经播出11期。

� � � � “18年前 ，我们就是从
清水塘出发”

“13个初心故事，你可能没有听过”

“39场现场连线，看翻天覆地变化”

� � � � “三军作战，五家直播，
MV快闪都上”

“人晒黑了，心更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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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20日，《连线红土地》采访组踏上征程。 龚文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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