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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兴军新征程

———记者再走长征路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谢定局 肖晓锋

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见证一段长征感人故
事。

7月下旬的太阳，火辣辣地炙烤大地，洞口县
花园镇西中社区（原李家渡社区），刚从镇上办事
回来的王军，领记者来到离他家不到50米的红军
烈士墓。

10米高的烈士纪念塔上，“红军革命烈士永
垂不朽”红色大字熠熠生辉，这里长眠着红六军
团20余名红军战士，也流传着红军战士舍己救人
的故事。

1935年冬，贺龙、萧克率红二方面军的红二、
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
始终尾随追击。

12月21日中午，红六军团从洞口县高沙镇隐
蔽前往花园镇， 大部队经过王家湾刚到李家渡，
如幽灵般的2架国民党飞机突然出现在上空，接
连投下6颗炸弹，20多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数十
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李家渡村民王康元正放完
牛回家，眼看炸弹就要落在他身边，一名红军战
士见状， 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将他压在身下。王
康元安然无恙，那位战士却英勇牺牲了。为了报
答红军战士对儿子的救命之恩，王康元的父亲王
仁德冒险叫上李明生、 刘大炳等20多名贫苦农
民，与红军战士一道，将牺牲战士的遗体安葬在
麦子塘的一块空地里。

在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对红军“斗
地主、打土豪”怀恨在心，他们恶意煽动当地群
众：“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 是李家渡的
‘龙脉’所在。如果不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
河里去，李家渡必定大祸临头……”为了保护牺
牲战士们的遗体，村民们连夜将棺木移葬到李家
渡长连界主脉向甘岭， 并在墓的周围栽上松柏，
以缅怀先烈。

获救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都会去烈士墓祭
扫。王康元的孙子王军向记者介绍：“爷爷空闲时，
经常会来到墓地，静静地坐着。看看墓碑有没有损
坏，进行一些修补。”自王军记事后，王康元会带着
王军一起去。1972年，王康元担任李家渡村党支部
书记，在西中公社党委支持下，带领村里干部群众，
修葺了烈士墓，并在墓前竖起一块纪念碑，刻上“长
征烈士之墓”6个大字。碑的两侧刻上2副挽联，一副
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
永做革命人”。

1997年， 洞口县对烈士墓再次进行了修缮，
并在墓前建起一座10米高的纪念塔。塔尖的红色
五角星象征着红色革命，塔上“红军革命烈士永
垂不朽”是开国上将、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
克题写。

王康元去世前， 交代儿子要好好照看烈士墓，
并一代代传下去。王军告诉记者，爷爷给他取名王

军，就是希望他长大参军，秉承红军精神，报效祖
国。1997年， 他正式入伍参军， 成为一名光荣的空
军。退伍后，为了生计，在外闯荡，但是只要回家乡，
他第一时间就会来墓前祭扫。5年前， 父亲年事已

高，打电话要他回乡发展，同时可以更好地照看烈
士墓。王军租下了烈士墓旁原村委会的房子，一边
在本地务工，一边坚持守墓，平常清扫垃圾、去除杂
草，并在墓旁种上了绚烂多彩的菊花。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湖南真的很不错！”7月29日，在
“博士潇湘名企行” 人才洽谈会上，不
少博士向这片潇湘热土这样表白。

来自北大清华等海内外40余所
知名高校的141名博士陆续抵湘，共
赴一场人才之约；全省60余家国家级
园区企业“伯乐” 携162个高精尖岗
位，诚意满满欲求“千里马”。

人才和企业间， 碰撞着智慧的火
花、创新的力量和无穷的商机。

真切感受湖南对人才
的渴望和诚意

7月29日上午9时，2019年“博士
潇湘名企行”在株洲启动。

“三湘大地东风吹彻，无论是经济
发展、风俗人情还是人才扶持工作，湖
南，都做好了虔诚的准备，期待与各方
人才，共绘芙蓉盛景……”近10分钟
的宣传片《芙蓉盛景 才聚三湘》，让在
场141名博士感受到湖南魅力。

“生态文明底蕴深厚，交通枢纽四
通八达，动力产业充满活力……”宣传
片之后，株洲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
长羊贵平激情洋溢地介绍株洲的优
势。

羊贵平介绍后，株洲市副市长何
朝晖上台推介株洲，“第一次看到这么
多博士汇聚一堂，想抓住千载难逢的
机会，为株洲留住人才……”

“从株洲两位领导的介绍中，真切
感受到湖南对人才的渴望和诚意，感
受到了一个地方领导对人才的态度，
从中可以看出湖南的爱才之心、育才
之举、识才之能、容才之量、荐才之德
和用才之胆。”唐山小伙孟庆鹤是哈尔
滨工大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的
博士，此次瞄准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
械研究所而来。“我很喜欢湖南，今天
洽谈顺利，明年博士毕业后，考虑来湖
南发展。”

校企负责人各显神通
寻找商机和“对的人”

“株洲市领导推介的校企合作新模
式， 既解决了博士举家搬迁的忧虑，也
能跨越千里创造双赢，正合我意，此行
来对了。” 西安交大的博士丁锋现就职

于西安工业大学，这次来湘寻找商机。
“企业迫切渴求科技，而我们携带

的技术项目需要落地开花， 这次对接
洽谈，让科技和市场需求相结合，资源
优势能互补。”丁锋的这番话，道出了
企业和专家的心声。

一个上午， 他和多家企业及院所
洽谈了好几个项目。

洽谈会现场， 随处可见企业家与
专家博士深入交流的热烈场面。 求贤
若渴的企业负责人各显神通，“抢”专
家、淘项目、求产学研合作。

当天， 来自长沙的航天凯天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获颇丰，共与10
位博士达成就业意向。

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伍云昕带来
了公司的伯乐团队， 事先将博士名册
筛选一遍，勾中近40名博士。“既要等
着博士上门， 也要主动出击精准揽
才。”

“接触更多人，有更多合作机会。”
伍云昕说， 和这么多高层次人才面对
面交流，既是开阔眼界的契机，更是谋
求发展的良机。

见证湖南速度，想回家乡
建故乡

北京大学工学院的90后博士陈
李嵘是邵东人，在这次洽谈会上，瞄中
了几家企业。

“这些年，我见证了湖南速度，待学
成归故乡， 贡献一己之力。” 陈李嵘记
得，儿时去广州，火车需要“哐当哐当”
摇晃一个晚上；而现在，高铁直达只需3
个小时。老家被小摊贩挤得水泄不通的
道路，如今成了整洁的农贸市场。

“当朋友们点赞株洲中车为祖国
高铁立下汗马功劳， 惊讶长沙四大名
校在北大清华自主招生中的超强实
力， 赞叹省会长沙房价一直比较平稳
时，都竖起大拇指。”陈李嵘说，这些属
于家乡的骄傲，激励着他的回乡梦。

洽谈会现场， 中南大学的一对博
士情侣引人注目， 两人手牵手从人群
中挤过。赖瑞林是江西人，一身正装；
女友粟桂蓉是湖南人，穿着波点长裙。

“希望我俩博士毕业后，都能留在
美丽宜居的长沙， 组建幸福的小家。”
两人相视而笑，憧憬着未来。

一场充满希望的洽谈会， 谈的是
合作，赢的是发展的未来。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吴
嘉玲 苏芷妍）29日下午，第十八届“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复赛在长沙火热开赛，来自全球
122个国家144个赛区的157名选手经过激烈角
逐，30强选手新鲜出炉，其中亚洲组7人，非洲组6
人，欧洲组7人，美洲组6人，大洋洲组4人。

据了解，本届“汉语桥”选手参与国家数和参
赛人数再次突破历史新高，选手们的汉语水平也
较之往年更为出色，因此比赛的过程也更加精彩
刺激。比赛的题目内容包罗万象，囊括中国历史、
当代生活、百科、民俗文化、汉语基础知识等领
域，主要考查选手汉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及对中

国文化、国情的了解程度。
来自埃及的诗雨率先获得了非洲组的第一个

晋级名额，她学习汉语已经有4年了，她说：“学习
汉语真的不容易，但哪怕再难，我还是要坚持。”诗
雨还提到， 她去年2月曾经在中国江西山区支教，
虽然环境条件艰苦，但也让她收获良多，确立了自
己成为汉语教师的梦想，她也将在今年9月份进入
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国际教育专业的研究生。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伟顺利获得了30强的宝贵
席位。当记者问到他学习汉语的缘由时，阿伟表示自
己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都源自姥姥。阿伟的姥姥
从小就向往中国，带着姥姥的期望，阿伟考上了阿布

莱汗大学的汉语专业，目前已经学习了3年的汉语。阿
伟希望以汉语为桥，实现自己和姥姥的中国梦。

哥斯达黎加的选手孟语堂虽然未能晋级30
强， 但他说这次参赛自己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亲
身感受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一次很棒的“文
化之旅”。他非常喜欢中国的书法，并打算申请明
年来到中国留学。

据悉， 未晋级的选手接下来将前往株洲醴
陵、岳麓书院、湖南省博物馆进行游学体验，而30
强选手还将继续面对字、词、诗、当代生活等全方
面的考验。《汉语桥》将于9月2日起每周一至周四
19时30分在湖南卫视面向全球播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微 谢档

【名片】
刘敏炎，今年34岁，一级消防士，

永州市消防支队零陵区大队装备技师
兼零陵区萍洲消防站负责人， 他7次荣
立三等功 ，6次获个人嘉奖 。2014年以
来，相继被省公安厅、省文明委评为“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学习雷锋标兵”。

【故事】
7月27日,星期六，永州市消防支

队零陵区大队训练场， 刘敏炎等人在
顶着烈日训练，汗水渗透了他的衣背。

大队负责人介绍， 刘敏炎很爱学
习，在他的带动下，大队全体人员经常
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学技能，钻业务。

2003年12月，刘敏炎怀揣保家卫
国的梦想入伍，却成为“耍水枪”的消
防员。

刘敏炎对此很颓废，为此，指导员
多次找他谈心。不久，刘敏炎第一次参
加救援， 目睹熊熊烈火中生与死的考
验，他对消防员有了新的理解。

从此，每天训练结束和节假日，刘
敏炎主动请班长给自己开“小灶”，认
真复习训练内容。现在，他仍每天坚持
做2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
个单双杠， 练就了一身抢险救援的过
硬本领。

一次， 零陵区一处私自开采的锰
矿突发矿难，5名矿工被困矿井中。

矿洞在海拔1500余米的半山腰，
车辆无法进入。 刘敏炎与队友们背着
沉重的救援器材，一路奔跑赶到现场。

刘敏炎佩戴好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和毒气探测仪，与2名队友一起匍匐爬
进坑道。

由于不熟悉矿洞情况，不一会儿，
刘敏炎与另两名队友失去联系。

矿洞内一片漆黑， 洞内随处散落
的尖锐石块，划破了刘敏炎的防护服，
身上多处流血，疼痛难忍。

越往里环境越恶劣， 每前进一步
都感到极困难。怎么办？往回爬，还是
继续向前？想到里面被困矿工焦急、绝
望的神情， 刘敏炎想：“作为救援消防
员，面对困难和危险怎么能退缩？”

于是，他强打精神继续向前爬行，
不久，发现一名奄奄一息的矿工，他立
即对其进行紧急救护。 在随后赶来队
友的协助下， 成功将这名被困矿工救
出。随后，刘敏炎又3次爬进矿洞，救出
其余被困人员。

今年7月7日、13日， 永州市零陵
区相继遭遇两次洪涝灾害，刘敏炎4天
4晚参与救援。 困了， 就地打个盹；饿
了，啃两口方便面。期间，他和战友一
起，救出500多名被困群众，得到大家
一致赞扬。

刘敏炎“爱管闲事”的故事被广为
传颂。2013年2月22日，一辆无牌五菱
面包车在衡山县白果镇撞飞一辆摩托
车，3人受重伤，肇事者却逃逸了。

正在休假的刘敏炎刚好驾车路
过，他追出近10公里，把肇事者堵在
一处死胡同。面对威胁和金钱诱惑，刘
敏炎不为所动， 把肇事者交给赶来的
警察。

刘敏炎对记者说，这些年，他很感
谢妻子和家人的理解。2010年， 刘敏
炎与刘倩倩结婚，近10年里，刘敏炎
很少陪妻子。女儿出生的时候，他请了
10天假， 准备好好陪陪妻子和女儿。
谁知道女儿出生第三天， 队里进入二
级战备状态。 他只好依依不舍离开了
她们，归队投入执勤备战。

现在，刘敏炎在永州，父母在湘潭，
爱人、女儿、岳父母在广西。刘倩倩是家
里的独生女，她每天下班后还要照顾女
儿和父母，很辛苦，但她无怨无悔。

刘敏炎说：“看到万家灯火通明，
感到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从部队退伍回来一年半，创办企业的年产值
已达500万元。

他的企业以退伍兵为骨干，创业初衷是想让
退伍兵有一份体面的职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在茶乡小镇———长
沙县金井镇见到了24岁的林繁程。

“退伍军人共同创业，带动更多退伍军人就
业……”见面之初，林繁程就流露出太多的军旅
情结。他告诉记者，4人成立公司之初就商量着要
通过创业，发展壮大公司，吸纳更多的退伍军人
加入团队，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

在北京服役5年，林繁程深受教育，自己也靠
努力获得了不少荣誉。退伍时，他的老首长鼓励他
不要急着做什么，多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

2017年12月， 林繁程从北京退伍回到长沙，
原本有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在等他，但他总觉得
这份工作对自己没有挑战性。

按照老首长的建议，林繁程经过认真走访调
查，萌生出做物业管理和保安行业的想法。这样
和军旅生涯有连接点，又切实可行。

说干就干， 林繁程约上在金井镇土生土长的小
时候伙伴李果，另外还有两名同样参过军的年轻人。
4个人把退伍费掏出来，凑了100万元，一起创办了物
业管理服务公司。条件成熟时，又开办了保安公司。

他们的公司优先聘用和提拔退伍军人，待遇
优于同行业企业。林繁程说，部队是培养人才的
大熔炉。和普通群众相比，同一件事情，完成的速
度、质量和态度，老兵就是不一样！

两家公司走上正轨后，他们又创办了一家开展
团队素质拓展培训的公司，以提供军训服务为主。

林繁程3家公司员工上百人， 其中20名是退
伍老兵，日常管理也有较重的部队色彩。

有的楼盘和园区，保安人员老化。林繁程的
队伍非常年轻，而且经过严格的训练，精神风貌
大为不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服务口碑
也不错，业务量随之不断扩大。

发展壮大中， 公司赢得了不少称赞和好评。如
今，安保公司正式获得“湖南陆军预备步兵师警卫调
整连”挂牌，林繁程个人也被授予预备役上尉军衔。

“获得预备役军衔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
任。”林繁程说，这既是自己军旅情结的延续，也
是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今年防汛救灾期
间，林繁程带领公司员工，一直冲在防汛最前沿，
直到现在，公司还有10名员工处于24小时防汛待
命状态。“只要有需要， 就会在3个小时以内赶赴
长沙县内的指定地点。”

今年7月， 公司设立了非公企业党支部。“非
公企业也需要党建引领，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林繁程说，要想长久发展、壮大规
模， 党建引领必不可少，“希望我们能够打造‘非
公’党组织榜样，为非公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林繁程最大的愿望，是受党和部队培养过多
年的退伍军人都有一份心仪的职业。 他相信，这
些素养过硬的战友们一定可以找到实现独特价
值的地方。为此，他和伙伴们将继续努力！

舍己救人 渴望深深 诚意满满
———“博士潇湘名企行”人才洽谈会侧记

刘敏炎：

危难关头显身手

� � � �刘敏炎 通讯员 摄

第十八届“汉语桥”全球30强诞生

创业新兵的军旅情结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龚先明） 长沙海关统计，2019年上半年，城
陵矶口岸共进口汽车4278辆，同比增长3.9倍，全
年预计进口汽车可突破1万辆。 系列利好政策叠
加，推动城陵矶汽车进口激增，城陵矶正努力打

造内陆第一大整车进口集散港口。
去年以来， 城陵矶港汽车平行进口试点获

批、整车“保税仓储”业务顺利落地，结合海关的
“先进区、 后报关”“保税展示交易”“一次备案、
多次使用”等系列利好政策，有力拉动了城陵矶

汽车进口增长。如岳阳观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之前“落地征税”的模式，进口车到港后企
业只能按照一般贸易照章缴税后清关。而在“保
税仓储”模式下，进口汽车不需要马上完税，而
是可直接入区享受保税仓储， 且享有无限期保
税仓储缓冲期， 有效减轻了企业短期资金周转
压力。

在长沙海关帮扶下，紧邻城陵矶汽车整车进
口口岸的进口机动车专用检测线，顺利获得进出
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资质，每年可为企业节约转
场检验运输费用约400万元，缩短时间2/3以上。

肖祖华 张佳伟

而今，见证过那场战争的当地村民仍在世的
已经寥寥无几。但是，红军战士舍己救人、打土豪
劣绅、军民一家亲的故事却在当地代代相传。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王军的一双儿女在旁边
听得入神, 红色的种子在两个小朋友心中已经种
下。王军告诉记者，他会将这个故事一直讲下去，
红军是我们的恩人，我们永远铭记。

当地74岁的老人邓水明向记者讲述 ，从他
记事起 ，红军舍己救人的故事是村里老人讲得
最多的 ，现在自己也会经常给小朋友讲这个故

事 ，“红军不仅仅是救了王康元一人 ，他们救了
我们所有人 。”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红
色教育基地。当地村民每年都会组织集中祭扫活
动。驻地部队、机关、学校每年都会组织祭扫，缅
怀先烈。

红二、红六军团在花园镇驻扎了3天，沿途开
展了斗地主、分财物给贫苦农民的革命活动 ，提
出斗争口号 ，宣扬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的宗旨 、
信念， 当地老百姓知道这是一支能够让大家翻
身做主人的军队。3天时间虽不长， 却在老百姓
心中树起了一块永不磨灭的丰碑。

百姓心中的丰碑■采访手记

� � � � 7月25日，洞
口县花园镇革命
烈士纪念塔。

通讯员 摄

城陵矶汽车进口激增
受利好政策叠加推动，上半年进口汽车同比增长3.9倍，全年

预计可突破1万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