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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杨娟 胡永昌

在湖南辰溪县，有一首歌谣，穿越84年的
历史时空，至今广为流传。这是一首赞颂参加
红军的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 个个出来受欢
迎，打土豪，为人民，不拿工农半分文。

8月8日，顶着烈日，记者再走长征路，来
到辰溪县，探寻这首歌谣背后的故事。

保护工商
1935年11月26日下午， 贺龙率领部分机

关人员和红二军团第四、五师共8000余人，进
入今辰溪县船溪乡一带宿营。

听闻红军来了， 辰溪县城内的国民党驻
军和土豪劣绅们仓皇出逃。11月27日上午，红
军一枪未发占领辰溪县城， 街上的老百姓和
一些工商界人士认得贺龙，都不惊慌，奔走相
告，夹道欢迎。

“大革命时期， 贺龙率领北伐军， 先后于
1924年冬、1926年4月在这里驻扎或过境， 同辰
溪的广大工农群众，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原辰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陈秀健告诉记者。

据贺龙外甥、 红二军团司令部警卫员肖
庆云讲述，在一家食品店门口，店老板出来迎
接，请贺龙进店歇脚。贺龙说：“你们不怕我？
我现在是‘红脑壳’。”老板说：“红军的部队纪
律严明，我们放心。只是听说……”说到这里，
店老板打住了话。

贺龙知道他想说什么， 便对他说道：“是
不是国民党搞的那套欺骗宣传？你们不要怕，
红军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 与工商界
人士是朋友，公平交易，照价付钱。不但不没
收你们的东西，还要保护你们哩。只有那些压
迫剥削人民的大地主、官僚、资本家的东西，
我们才没收。”

“红二军团驻扎辰溪县城期间，贺龙让政
工人员写了一条手令‘工商户住宅， 不得干
扰’，并盖上印章。”陈秀健介绍，手令贴出去
后，辰溪的城镇民族工商业者都受到了保护，
照常营业，秩序井然。

严惩土豪
红二军团进入辰溪以后， 贺龙带领辰溪人

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打土豪、反恶霸斗争。
在县城， 红军没收了大资本家商店甘宏

范绸缎号、庆恒丰油号、胡永昌南杂店以及土
豪劣绅张巽甫、 刘承安、 杨秋水等13家的财
物，抓获大投机粮商2人，没收了福音堂、天主
堂的全部财产。

“红军把没收的衣物、布匹、粮食等，全部分
发给贫苦群众。一时间，进城分‘红军布’、担‘红

军粮’的群众络绎不绝。”陈秀健告诉记者。
在农村，红军长征经过的田湾、潭湾、修

溪、柿溪等地，打土豪、反恶霸的斗争也形成
了高潮。“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打土豪分田
地”的革命标语，贴满了长征路。

由于受地主豪强的长期压迫剥削， 一些
贫困群众不敢到土豪家里担谷分物， 红军就
把谷物送到贫苦群众家里或放在街头， 陈秀
健讲述：在修溪口的沅水河边，红军用船把地
主豪强家的谷物运送到码头上， 让贫苦农民
自己去挑。

据肖庆云讲述， 在辰溪县城中南门外的
沅水河上， 红军没收的官僚资本家的一批货
物，装满了十多艘大木船，有绸缎、布匹、衣
服、胶鞋、电筒等。

“这批东西大部分都分给了当地的穷苦
百姓，红军只带走了一小部分电筒和胶鞋。有
了电筒，走夜路就不用打火把，胶鞋穿起来比
草鞋结实多了， 这些东西为我们胜利进行长
征提供了不少方便。”肖庆云回忆。

招兵扩军
辰溪矿产资源丰富，素有“湘西煤都”之

称。沅水、辰水流经县境，水路交通便利，民船
航运业发展较早。

20世纪初，在辰溪，大量的贫苦农民成为
煤矿工人、码头搬运工、船工纤夫，但始终逃
脱不了被剥削、被压榨的命运。

当时流传一首歌谣：“矿工头上三把刀，
官匪矿霸压弯腰，贫病交加受折磨，九死一生
命难逃。”这就是当时矿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据辰溪县公安局退休老同志张要武讲
述， 其父亲张开发1931年到桑植县参加贺龙
的队伍，后来按照贺龙的指示回到辰溪，秘密
发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红军，发动矿
工和船工参加红军。

“1935年11月27日，贺龙率警卫员在县城
亲自招兵扩军，召开群众大会，给贫苦百姓发粮

发布送钱。会上，在父亲和23名船工、矿工的带
领下， 很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张要武说。

“在贺龙的动员下，曾跟随其参加北伐的
老部下陈策，带着儿子陈积山又参加了革命，
父子俩一起踏上了长征路。” 陈秀健介绍，红
军长征经过辰溪期间，全县共有300余名子弟
踊跃参加红军，有矿工船工、挑夫纤夫、店员
农民， 成为红二军团长征时在湘西地区扩军
最多的县之一。

【采访手记】

初心不忘 植根人民
李夏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 、
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
去生命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始终
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是我们党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根基。

红二军团长征经过辰溪，纪律严明，打土
豪、反恶霸，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爱民稳市，受
到辰溪人民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纷纷主动参
加红军， 工商界人士更是积极筹集资金支援
红军长征。

在辰溪，红二军团不但壮大了队伍，也播
撒了新的革命火种， 发展和培养了一批革命
骨干力量， 为辰溪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
思想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万五千里长征，步步艰难，不断有人倒
下，正因始终初心不忘，始终根植人民，如水
之有源，树之有根，不断有新的力量加入 ，这
才有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英雄壮举。

在新的长征路上， 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
初心使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夯实革命事业的
群众基础，永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推动
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一条5米宽的新改造水泥路蜿蜒伸
展 ， 把记者带进大山深处的古老侗
寨———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
初秋时节，这里鸡唱牛哞，硕果飘香，好
一处安居乐业的福地。

华南村曾是省级深度贫困村。去年
3月，湖南日报社扶贫工作队进驻，理帮
扶思路，拓致富门路，谋发展出路，带领
该村干部群众奋力脱贫攻坚。 去年底，
全村实现“户脱贫，村出列”，并且老百
姓满意度高。昔日穷乡僻壤，如今已蜕
变成全省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帮扶有思路
“绣”出美丽蓝图

找资金，谈合作……这几天，湖南日
报社驻华南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们，又在为
建设村矿泉水厂四处奔走。预计项目建成
后，可为村集体产业创收100万元以上。

华南村山高路遥，偏远贫瘠。去年3
月，湖南日报社派出扶贫工作队进驻华
南村，唤醒了沉睡的侗寨。充分走访调
研后，《华南村三年帮扶规划》 形成，一
幅“乡风美起来、环境美起来、生活美起
来”的美好蓝图跃然而出。

蓝图成真靠实干。湖南日报社党组
书记、社长孔和平先后带领党组成员多
次深入华南村指导帮扶；30多个党支
部、101位帮扶责任人迅速行动，陆续共
有600余人次来到华南村扶贫帮困。

作为报社派出的脱贫攻坚“尖兵”，
驻华南村扶贫工作队更是排除一切困
难，驻村扎下深根。工作队队长戴勤的
女儿去年3月19日出生， 可第二天就得
正式进村，戴勤来不及多看几眼襁褓中
的女儿和陪伴产后虚弱的妻子，毅然带
领队员背上行囊匆匆踏上征程。副队长
袁礼成、队员潘高伟当时都有家人因病
住院手术，但重任在肩，他们同样义无
反顾奔赴扶贫一线。

下“绣花功”，啃“硬骨头”。进村后，
他们一门心思抓落实。 勤耕换来硕果
香，一个个项目变成现实。不到一年时
间，整合资金1000多万元，新建改造公
路10.8公里；建成文化广场1个、亲水平
台1座、风雨桥1座、引水工程2处；兴建
种养基地6个、60KW光伏发电站1个；建
设移动基站2个，全村实现网络全覆盖。
去年底，华南村甩掉“贫困帽”。

致富有门路
山货“飞”出深山

天刚放亮， 华南村养殖脱贫致富
“明星” 吴从海就来到自家养鸡场为鸡
喂食，望着长势喜人的跑山鸡，他一脸
灿烂。“去年卖了2万羽， 今年估计能翻

番。”他说。
“要想真正脱贫致富，就得兴产业

拓财源。”戴勤说。
华南村的新晃黄牛肉、 跑山羊肉、

跑山鸡等特色农副产品远近闻名。工作
队因势利导，发挥企业领、能人带作用，
扶持成立华南村真诚种养专业合作社
和怀化市华南画眉旅游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并大力帮助姚沅桢、吴从海等养
殖能人发展特色养殖，带动村民兴产业
拓富路。其中姚沅桢建起的标准化黄牛
养殖基地，每年可出栏地理标志产品新
晃黄牛150头，带动32户贫困户脱贫。

同时，通过实施产业奖补，变“输
血”为“造血”，鼓励村民大力发展种养
业增收。现村里已发展黄桃基地150亩，
种植高山绿色蔬菜200余亩， 年养殖高
山土鸡15万羽以上。

旺产还得旺销。工作队利用华南村
“画眉鸟之乡”的优势，创新探索出“节
会+电商”模式，助推山货“飞”出深山。
去年全村销售农特产品近百万元，319
户村民户均年增收3000余元。

工作队还利用年节开展“以购代
捐”消费扶贫活动，一年多来，发动报社
职工和爱心企业购买华南村及周边农
副产品60多万元，直接间接惠及贫困户
上千人次。

发展有出路
风气一变干劲足

以前经常蓬头垢面的村民吴承增，
现在学会了打领带；90后村民吴树辉看
见路边有烟头，会主动捡起来……如今
的华南村，新鲜事层出不穷。

“走持续发展道路，提振村民精气
神是关键。” 袁礼成介绍， 进驻华南村
后，工作队发现村里民风淳朴，但陈规
陋习多、乱扔垃圾的多，于是决定从破
除陈规陋习、创建美丽乡村入手，提振
村民“精气神”。

“垃圾银行”应运而生。村里制定了
“垃圾银行”兑换制度，设立了5处兑换
点，引导村民将生活垃圾分类整理存进

“垃圾银行”，兑换米、面、油、盐等生活
物资。目前，村“垃圾银行”已收集生活
垃圾1000余公斤， 兑换物资价值1.2万
元。过去，村里每年垃圾清运费需要6万
元左右，如今减少了一半。

此外，结合“道德模范评选”“文明
卫生家庭评选”等活动，破除了村民的
陈旧思想，在华南村掀起一股新风。

风气一变干劲足，村民的内生动力
不断增强，发展后劲越来越足。

“以前贫困户‘帽子’不少村民抢着
戴，如今不一样了。”华南村党总支书记
吴兆权介绍，去年7月至9月，村里吴树
辉、 吴日忠等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先后
自愿申请脱贫。

湖南日报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易禹琳）今天上午，在第26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上，《从饥寒交迫走向美好
生活———中国民生70年（1949-2019）》
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在湖南馆举行。湖南
教育出版社与英国海伦埃克斯利出版
社签约，意味着《从饥寒交迫走向美好
生活———中国民生70年（1949-2019）》
一书将在广大英语国家出版发行，中国
的脱贫实践将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

贫困问题是困扰很多国家的民
生难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功将
贫困人口降低至5%以下， 正走出一
条独树一帜的脱贫道路。湖南教育出
版社即将在9月出版的《从饥寒交迫
走 向 美 好 生 活———中 国 民 生 70年

（1949-2019）》 一书， 由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
成执笔，全景式地回顾与总结了新中
国成立70年来民生发展历程与成就。
本书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
图书之一，既是为新中国的民生发展
写史，也是为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斗
争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英国海伦埃克斯利出版社社长理
查德·埃克斯利表示，《从饥寒交迫走向
美 好 生 活———中 国 民 生 70 年
（1949-2019）》一书英文版，将填补中
国民生图书在英语国家出版的空白。他
希望这一记录新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
就的图书能够为世界反贫困斗争提供
宝贵经验。

———记者再走长征路

精准扶贫在三湘辰溪扩红

《从饥寒交迫走向美好生活》一书版权输出英国

中国脱贫实践
将为世界提供经验

湖南日报北京8月21日电（记者 易禹琳）
今天下午， 在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湖
南展馆，举行了“中南传媒援南苏丹教育技术
合作项目成果宣介暨荣誉授予仪式”。基于中
南传媒为南苏丹教育事业发展、 为中南两国
教育文化交流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南苏丹驻
华大使（代办）里拉·哈那菲授予其“中国-南
苏丹文化交流使者”荣誉证书及奖杯。

援南苏丹项目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援外
项目，中南传媒则是中国第一个在他国搭建
教育体系的出版集团。 项目由商务部主导，
历时22个月， 中南传媒开发并印制了129万

册南苏丹小学一年级数学、英语、科学教材，
培训了200名南苏丹教师， 搭建了培训中
心。2018年11月底， 签署了政府间交接证
书。该项目被我国商务部、中宣部等五部委
联合评定为“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项目”。

受南苏丹驻华大使约翰·安德嘉·杜库

的全权委托，南苏丹驻华大使（代办）里拉·
哈那菲对中南传媒表示感谢。 他赞扬中南
传媒为中国、南苏丹两国人民的教育、文化
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他期待项目可以得
到延续， 继续由中南传媒为南苏丹孩子编
写教材，为南苏丹教师提供培训，并新增汉
语教学等内容。

中南传媒获
“中国-南苏丹文化交流使者”荣誉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扬）8月20日， 在长沙召开的全省性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攻坚五个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向全
省社会组织发出倡议：形成大扶贫格局，集中
助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深度贫困地区和
贫困群众2020年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此次五个专项行动包括“光明行”“甜蜜
行”“希望行”“农技行”“牵手行”，集中帮扶主
体是省本级各类社会组织， 集中帮扶对象是
湘西州省派驻村定点帮扶未脱贫摘帽的61个
深度贫困村。其中，“光明行”以贫困村中白内
障患者为主要帮扶对象，实施手术治疗，让患
者重见光明，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为牵头单
位；“甜蜜行” 主要以贫困村中糖尿病患者为

主要帮扶对象，开展科普宣传、送医送药、免
费体检等，湖南佰骏医疗慈善基金会、湖南省
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为牵头单位；“希望
行” 以贫困村中困难家庭学生为主要帮扶对
象， 开展学习辅导、 心理辅导等关爱帮扶服
务，省教育基金会、省山东商会为牵头单位；
“农技行”主要为农户种植、养殖、加工提供技
术、培训等服务，帮助贫困户增收，省循环农
业产业发展协会、 省物联网行业协会为牵头

单位；“牵手行”鼓励社会组织组织会员、会员
单位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省慈善总会、省湘雅
医学与健康公益基金会为牵头单位。

省民政厅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近年来连续出台措施整合力量、链接
资源， 先后有5000多家社会组织以不同方式
参与精准扶贫， 累计捐赠款物价值3亿多元，
帮扶贫困家庭10万多户次。目前，已有300多
家社会组织加入了此次五个专项行动。

全省社会组织集中帮扶湘西州
五个专项行动攻坚深贫地区

侗寨脱贫尽开颜
———记湖南日报社驻新晃华南村扶贫工作队

8月8日，辰溪
县欧家巷，红二军
团司令部旧址。

李夏涛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炎炎夏日，新化县温塘镇永溪村扶贫
车间———村玩具厂也是一派火热。生产线
上的工人们各自忙活着， 裁剪、 缝纫、装
配、填充、整形……一切有条不紊。

8月4日白色羊驼成品出货1929件、8
月9日1369件、8月13日1600件、8月15日
800件……8月19日， 玩具厂厂长刘碧文
兴奋地向记者展示厂里出货单：“订单已
经排到一个月后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感谢碧文姐给我们带来就业机
会， 不仅有了固定收入， 还能照顾家
里。” 在厂里做工的刘朋波道出了大家
的心声。

永溪村地处偏远的车田江水库库
区，距新化县城80多公里。经过多年努
力， 村里去年底达到脱贫摘帽要求，退
出贫困村序列。如何巩固脱贫摘帽的成
绩，做到真脱贫、不返贫，如何帮助乡亲
们找准发展的路子，成为村支两委和驻
村帮扶队思考的重点。

“关键还是要靠自己撸起袖子加油
干！”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激活了沉睡
的山村，乡亲们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去年5月， 在深圳纺织企业打工多
年的刘碧文夫妇和4位合伙人在村里办
起农业专业合作社， 承包200亩荒地种
茶叶。“乡亲们的干劲很足，男女老少都
争着去干活。” 刘碧文说，“那种干劲特
别令人感动。因为我有缝纫技术，又萌
生了办个玩具加工厂带领大家在家门
口做事的想法。”

村支两委非常支持刘碧文的想法。
说干就干，今年5月1日，村玩具厂投产

了。村口宝塔下，一处民房的两间堂屋
分别摆上缝纫机，成了两个车间。门梁
上挂着“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
人”的横幅。在村干部吴上林、扶艳红的
帮助下， 厂里拿到了第一笔10000个玩
具“海绵宝宝”的订单。玩具厂作为村里
的扶贫车间热热闹闹地运转了起来。

今年6月30日， 省委副书记乌兰以
“四不两直” 的形式在新化调研脱贫攻
坚，随机走进了这间扶贫车间。了解到
玩具厂在村里聘请了41位员工，其中11
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乌兰给予充分
肯定，指出村里发挥能人带头作用兴办
产业， 激发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是一条好路子。乌兰鼓励刘碧文好
好干， 带领更多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并关切地询问厂里还有什么困难。

刘碧文提出了添加缝纫机、新增生
产线的请求。很快，在省扶贫办协调支
持下，新化县人社局从全县扶贫车间项
目资金中安排5万元， 为厂里添置了15
台崭新的平板电脑缝纫机。刘碧文还按
照乌兰的建议，重新规划调整了车间和
仓库布局。新化县委书记朱前明也带队
来到村里，商量接下来的扶贫行动。

新设备到位后，玩具厂业务量越来
越大。为了保障员工收入，刘碧文提高
了每个工序的工价。刘朋波的工资从最
初的1500元涨到了1900元。收入高的员
工每月能拿到2600元。每月，玩具厂可
以为村民增加2万元以上的务工收入。

除了玩具厂，如今，村民自主发展
的养牛、养鱼、光伏发电等产业红红火
火，90户群众参与其中， 农民收入也跟
着水涨船高,人均纯收入达到4600元。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创业一人、带动一片

———新化县温塘镇永溪村扶贫车间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