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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倾洒在新湖南大厦的
双子星座上，明亮沉静、欣欣向荣，一
如70年前《新湖南报》“呱呱坠地”的
那个清晨。

8月15日，《湖南日报》迎来创刊
70周年纪念日。 这是党报的生日、
报人的节日。白发苍苍的老报人、风
华正茂的年轻记者、 相识多年的老
读者以不同的方式为党报祝福，回
眸党报光荣历程， 展望更加美好的
未来。

祝福：“生日快乐，我的报！”

上午8点半， 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在新湖南大厦一楼前坪举行。伴随着
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参加升旗的全体人员肃立行注
目礼，爱国情感、报人情结，在每个人
胸中升腾。

“生日快乐，我的报！”一大早，湖
南日报年轻记者刘永涛郑重地发出
一条朋友圈。几分钟后，他发现，《湖
南日报》创刊70周年的话题已经刷爆
了朋友圈。

同样刷爆朋友圈的是湖南日
报推出的《初心未与年俱老———湖
南日报创刊 70周年纪念特刊》，以
编辑部文章领衔的12个整版报道，
展现了《湖南日报》与三湘大地 70
年共同成长的风云历程，引发强烈
关注。

“风云一纸书湘楚，笔力千钧写
忠诚。特刊全面呈现了《湖南日报》波
澜壮阔的70年发展历程，大气、精美、
耐读，很有收藏价值。”报人、读者、网
友纷纷转发，不少读者赶到报社希望
领取、收藏报庆特刊。

“奔跑前行中最滚烫的汗水，浇
灌出我们最深情的祝福。”“回首70
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湖南日报
蹄疾步稳， 底色依旧、 旋律高昂！”

“脚下有力，心中有光。祝福湖南日
报事业蒸蒸日上！”……大家纷纷留
言，表达对《湖南日报》创刊70周年
的祝福。

见证：70春秋写辉煌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湖南日报报
史馆和中央厨房迎来了特别的客人。

白发苍苍的老报人， 或坐着轮
椅，或拄着拐杖，走进修葺一新的报
史馆参观。 一张张泛黄的老报纸、一
幅幅新闻影像资料、一件件见证历史
的办报设备，将大家带回到那些激情
燃烧的岁月。曾任湖南日报副总编辑
的老报人张兆汪说：“七十度春秋岁
月浓缩于一馆，一张张照片让我们重
温了走过的路。风雨坎坷，我们走过；
新的辉煌，我们见证；锦绣前程，我们
祝福！”

70年来，湖南日报实现了“铅与
火”、“光与电”到“端与云”的迭代，成
为拥有14家传媒机构、60多个移动互
联网媒体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参观
完现代化的中央厨房，老报人们强烈
地感受到时代在变、平台在变、载体
在变，但身为新闻人的职责和使命不
能变。曾任湖南日报社长、总编辑的
老报人蒋显礼提笔写下祝愿：“七十
载辛勤笔耕， 为三湘人民鼓与呼，职
责所在。牢记党赋予使命，当好党的
喉舌，再创辉煌。”

走进报史馆参观的，还有来自湖
南日报14个市州分社的同志。记录历
史，也被历史记录。在报史馆看到自
己的作品通过现代化手段展现，大家
深感骄傲和自豪。

“毛泽东主席三题报头，激励吾
辈牢记责任与使命， 砥砺前行。”分
社社长们表示，流逝的是岁月，不变
的是使命。今天，站在新的起跑线，
身处一个伟大时代， 更感肩头的责
任重大， 我们要秉承老一辈湖南报
人的光荣传统，提高政治站位，不断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创造精
品力作，进一步推动媒体深度融合，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讴歌鼓
劲、奋力向前。

前行：赓续传统再出发

15日下午3时，纪念《湖南日报》
创刊70周年座谈会召开。

走出会场，湖南日报邵阳分社社
长蒋剑平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座

谈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指出，‘湖南
日报是我省最权威、最具公信力的媒
体。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
还是这样！’作为湖南报人的一分子，
太受鼓舞了。”

作为湖南日报的晚班校对，在
昼夜颠倒的岁月里 ， 一干就是 38
年。座谈会上，老报人代表刘国强
的发言令大家深为敬佩 。38年来，
刘国强严守报纸出版的“最后一道
防线”， 校对新闻稿件3亿多字，发
现出部差错上万起，堵住重大或标
题差错数百起，没有出现过重大见
报差错 ，成为湖南第一位获得“韬
奋新闻奖”的新闻工作者。“有人问
我，是什么力量支持我 ？我的回答
是：责任、奉献。”

作为记者代表发言的湖南日报
教科文卫新闻中心记者肖欣回忆新
闻生涯中的那些至深的感动： 难以
忘记采访94岁的老报人尹岳中时，
老人回忆常年泡在基层， 下煤矿爬
矿道把背脊骨都磨破了， 给她带来

的触动； 难以忘记采写大型系列报
道《师耀湖湘》时，一个个有情怀有
追求的湖湘人物， 给她所上的鲜活
生动的生命教育课。 她动情地说：
“只要党的信仰与新闻信念薪火相
传，《湖南日报》的灵魂就不会丢，根
本就不会动摇。”

读者代表、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
街道办事处干部周佳凡则对湖南日
报说了三个“感谢”。感谢湖南日报为
基层与省委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
桥”；感谢湖南日报为基层干部成长、

成才提供了“动力源”；感谢新湖南等
新媒体， 为展现基层发展成果提供
“大舞台”。

“非常荣幸能在这么一个特殊的
年份加入这个大家庭。” 今年8月1日
刚刚入职湖南日报的年轻记者黄晗
说，尽管变革的时代给新闻媒体带来
了极大挑战， 但对年轻记者来说，守
住初心、赓续传统、练好本领，比什么
都重要。

70年正芳华，70年再出发。 湖南
日报人，永远在路上。

湖南日报：
值此贵报创刊70周年之际，谨

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贵报全
体同仁致以诚挚的问候！

《湖南日报 》有着光荣厚重的
历史， 毛泽东同志曾两度为之命
名，三次题写报名，在党的新闻史
上留下了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是
湖南新闻界共同的精神高地和荣
誉象征。70年来，《湖南日报》 坚持
政治家办报和党性原则，始终牢记
党报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和正确舆论导向，与时
代共进、与人民同行 ，为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为推进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站在新起点上，希望贵报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履行职责，守正创
新，深化改革，不断增强新闻工作
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把《湖
南日报》办得更好 ，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
贡献。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9年8月8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贺信

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 刘新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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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杨亲福

古朴的木屋、 醒目的毛泽东语
录、 屋顶上闪耀的红星……8月6
日，沿着蜿蜒的山路，记者来到红二
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新化县奉
家镇上团村竹园。

回望红军入奉家镇，84年前的那
段历史依然跳动着红色脉搏。同行的
奉家镇文化站站长奉小平说：“我们
这代人听着红军故事长大，从祖辈到
父辈到我们，甚至未来，革命精神都
会在这里延续。”

1935年冬，由贺龙、任弼时、
关向应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
移，率领队伍从桑植刘家坪出发，
开始长征， 于12月12日进入新化
县奉家镇上团村进行休整， 筹备
粮草和御寒的防滑草鞋， 准备挥
师湘南， 西入贵州创建红色革命
根据地。 红军在这里驻扎了近一
周的时间。

起初， 先锋部队300余人刚刚
进入奉家镇的豆腐岩、浪山坪时，当
地老百姓看到“扛枪的”吓得不轻，
一个个都躲到山上去了。

“老乡们，我们是红军，是贺龙
的部队，不要怕，我们是保护贫苦农
民的。”在一遍又一遍的喊话和宣传
下，直到晌午，终于有几位胆大的村
民回到山下。

战士们帮村民挑水、 劈柴、推
磨、踩碓，还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告诉他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是帮
助和保护老百姓的。 看到真的是为
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来了， 躲藏在大
山里的村民们， 一个个陆陆续续回
到家中。

贺龙率领的大部队进驻奉家
镇后，将竹园作为临时司令部所在
地。竹园始建于清末民初，原是当
地大地主奉仕卿的住宅，为四合大
宅院。随行的红军战士则分散驻扎

在上团村、下团村、寨园村及附近
的几个村子。

时值冬日，严寒刺骨。衣衫单
薄的红军战士们大都是年轻娃
子，身上的军装也很破旧，脚打绑
腿套草鞋站在冰天雪地里。 担心
红军战士被冻坏， 几位农民从自
己家里搬来干柴， 在竹园的天井
里燃起了篝火。

附近的农民一个接一个送来干
柴，熊熊篝火，越燃越旺。战士们烤
火的烤火，吃饭的吃饭，在长征途中
得到了短暂的休整。

火光划破了夜空的黑暗， 照亮
了军民之间的拳拳深情。

寨园村何爱迪老人回忆说：
“红军住在我家的那年，我9岁。我
们家的屋前屋后， 甚至阶梯上都
躺满了战士。阶梯上潮湿，有的地
方还有积雪或积水。 我家的牛栏
里堆满了稻草， 可就是没有一个
战士去拿。”

何爱迪和父亲去牛栏里取稻
草，想给衣着单薄的战士垫上，谁
知好些战士不等垫上稻草， 倒在
地上就睡着了。“我们只好给战士
们一个个盖上稻草， 以防他们被
冻坏。”

1935年12月13日白天， 战士们
分别在自己驻扎的墨溪、寨园、上团、
下团和坪溪村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
命标语。一些战士继续向穷苦百姓发
放打击镇压的地主家的粮食。

“我远远地看着红军战士打开
地主奉铭志的粮仓， 拉走一担担稻
谷，送到了贫苦农民家里。”墨溪村8
组奉孝元老人， 对当年的情景仍记
忆犹新，那一年他9岁。

将地主家囤积的稻谷、玉米、花
生等粮食分给了穷苦百姓， 空闲的
时候帮着干农活， 战士们还走进村
民家里，和百姓围坐在篝火旁，暖身
子、拉家常。短短几天里，红二军团
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新化县文物管理所，现在还陈列

着一盏行军灯。这盏灯，是当年红军
离开时留给下团村村民奉长姑家的。

红军驻扎在村里时， 有几位战
士和一位首长住在奉长姑家， 当时
奉长姑只有13岁，经常帮着妈妈给
红军做饭、烧水、洗衣服。其中有两
位战士的双脚肿得像红桃似的，奉
长姑的父亲奉名庆， 用当地的土法
子，为战士们热敷袪湿消肿。

临别时， 这位红军首长提来一
盏行军灯，送给奉名庆：“老奉，这是
留给你们的。 等革命成功了再来看
你们，以灯为证。”

奉名庆将这盏灯一直小心翼翼
地收在楼上谷仓里， 挂在靠近天花
板的角落上方，对外严格保密。

这盏灯， 寄托着奉家对红军的
思念，陪伴他们见证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 奉长姑把行军灯无
偿交给了县里有关部门收藏。

■采访手记：

火光闪耀 精神永恒
邹娜妮

采访中 ， 奉家镇村民口耳相

传的红军故事 ， 让记者的心也变
得火热。

走过长征的红军战士， 都对篝
火有着深刻的记忆。 到达宿营地的
队伍总是先燃起篝火， 给仍在夜色
中行军的战士引路， 在渺茫寂静的
荒野和草地中， 哪怕还有一团跳动
的火苗，都意味着希望与生机；竹园
燃起的篝火， 温暖了红军战士冻僵
的身躯，映射出军民鱼水的深情，给
艰难跋涉中的人们带来前行的力量
与光明……

相比熊熊的篝火， 行军灯的火
光虽然显得微弱， 却同样划破黑暗
的夜空，点亮必胜的信念，温暖百姓
的心田。

红军走了， 行军灯留下了 。在
动荡的岁月里，守护着一盏行军灯
的奉长姑一家， 盼到了全国解放，
却没有盼来当年的那位红军首长。
其父母去世前，均深情嘱托她：“看
到行军灯，你就会想到当年红军吃
的苦 。它是历史的见证 ，要一代一
代传下去。”

一堆篝火一盏灯， 都是被坚定
的信仰和永恒的精神点燃，它，照亮
了来时的路，也必将薪火相传，照亮
更加美好的未来。

竹园篝火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记者 黄利飞）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湖
南省分会获悉,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年中
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
会， 将于10月18日至20日在长沙举办。
这是湖南获得的又一国家级经贸活动展
会平台，将每两年在长沙举办一届。

本届博览会聚焦“一带一路”建
设，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办
展方向， 集中展示全球轨道交通和
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新技术新成果，
搭建行业企业广泛交流、高效对接、
深度合作平台，打造成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技术交流、项目合作、产品
贸易的行业盛会。

省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
博览会将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展览总面积约6.9万平方米。 其中，室
内展览面积约5.4万平方米，室外展览
面积约1.5万平方米，将重点展览展示
轨道交通机车车辆、技术与配套设备、
机电设备及内饰系统以及轨道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装备和施工、养路机械、智
慧城市智能交通、 通信信号设备等国
际先进技术与设备。

博览会还将开设轨道交通发展
论坛、 磁浮交通技术创新与产业论
坛、 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人才
对接会、国际轨道交通合作洽谈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等多场主体活
动和专项活动。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记者 易禹琳）
今天上午， 湖南省文化改革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马栏山国家视频文创产业园管委会
共同举办的“浦动湖湘 一马当先”
湖南文化金融深度合作专题活动在
长沙举行。 活动旨在加速文化与金
融融合， 突出湖南文化产业比较优
势，助推有“中国V谷”之称的马栏山
国家视频文创产业园发展， 进一步
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

近年来，湖南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省市文化
产业发展指数(2018)”，湖南文化产业
综合指数连续两年排名第七。2019年
“全国文化企业30强”， 中南传媒、芒
果超媒和电广传媒3家企业入列。而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湖南也走在
全国前列。 湖南率先在全国下发金融
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文件， 率先
发起成立省级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
金、文化旅游融资担保公司。全省上市
文化企业达8家，居中西部前列。

活动现场， 省文化改革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 马栏山国家视频文
创产业园管委会分别与浦发银行长
沙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浦发银
行长沙分行计划5年内向湖南文化
产业累计投入500亿元，其中定向支
持马栏山国家视频文创产业园入园
企业200亿元，通过企业、银行、投资
者联动，撬动市场的力量，为园区的
新兴企业起到孵化、支持的作用，共
同推动园区快速发展。

同时，4家省管国有文化企业、7
家省内特色文化企业分别与浦发银
行长沙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浦发
银行文化旅游特色支行———人民东
路支行现场揭牌。现场宣布了湖南文
化金融战略联盟设立，标志着马栏山
文化创意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文化
旅游担保公司和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缔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方将为
文化旅游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
资+融智”以及“股、债、贷”一体化的
综合金融服务。

———记者再走长征路

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
博览会10月长沙举办

这是我省获得的又一国家级经贸活动展会
平台，将每两年在长沙举办一届

文化与金融联姻共建“中国V谷”

8月15日上午，湖南日报社在新湖南大厦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湖南日报》创刊70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8月15日，湖南日报社的70多位离退休老同志参观报史馆。馆内展出的大量
珍贵的文稿、图片、实物，不仅勾起了老报人的回忆，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湖
南日报社的巨大发展变化。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李健 摄影报道

党报的生日 报人的节日
———纪念《湖南日报》创刊70周年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