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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在岁月深处的70个历史瞬间（上）
编者按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沧桑巨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是湖南
实现历史性跨越的 70 年。 站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的历史新起点，我们回顾
往昔岁月， 撷取 70 年里的 70 个历史
瞬间，重温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聆听
一路走来的足音。
追昔抚今，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

1949年 湖南和平解放
8月4日，《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发表，程潜、陈明
仁率部投入人民怀抱。5日， 解放军进入长沙城。那
天，红旗漫天招展，古城重归人民的怀抱，湖南70年
和平发展的奋进史就此开启。

1949 年 8 月 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渡过
浏阳河，从小吴门开进长沙城。
图片来自湖南档案信息网

1950年 湘西剿匪
1975年12月22日，袁隆平在观察新品种水稻的长势。
解放前夕，湘西匪患尤烈。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
据山区天险建反共根据地，人数达10余万，百姓深受
其害。1949年-1952年， 解放军进湘西剿匪。 山高林
密，但军民一心，号角声声，武陵深处，数百年匪患宣
告终结。

新华社 发

1951年 抗美援朝

1974年 我国首批援藏教师进藏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
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离开湘西入朝，即
有万余名湘西青年随军。 三湘儿女争当“最可爱的
人”，怀揣保家卫国雄心，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湘江，跨
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中，湖湘儿女付出巨大牺牲，
湖南人民的好儿子毛岸英、罗盛教长眠异国他乡。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7月2日，湖南首批42名
优秀教师从芙蓉之国前往雪域高原，增强西藏的师资
力量，在藏区孩子的心中播下崇尚知识的种子。之后，
一批批湖湘有志青年接续走上援藏之路，密切西藏与
内地的全方位联系，促进西藏发展。

1952年 八千湘女上天山
新疆战事初歇， 为守住万里边防，1950年-1952
年，10余批、约8000名湘女志愿参军，奔赴天山南北。
她们在巍巍雪山之下、黄沙旷莽中拓荒创业，屯垦戍
边、孕育后辈，似红柳般牢牢扎根。湖湘弟子满天山，
引得春风度玉关。

1953年 妇女解放
1953年3月，全中国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宣传
贯彻婚姻法运动。《婚姻法》让妇女有了新的依靠，扫
盲运动给了妇女文化知识，妇女干部、职业妇女如潮
水涌现。女性终于能昂首挺胸，顶住
“半边天”。

1954年 省第一届人代会召开
这是属于人民的时代。4月， 我省城乡基层政权单
位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普选。8月，湖南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胜利召开。与会人员
听取施政工作报告，讨论宪法草案，选举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民主法制建设全新启航！

1955年 防治血吸虫病
血吸小虫肆虐湖湘，血防工作人员无惧疫情直入
洞庭。搞测绘、查螺情、住芦棚、访百姓、查病情。洞庭
水乡送瘟神，誓还三湘鱼米景。12月7日，湖南省人民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成立了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
治委员会”的决议。血吸虫病的防治之战，拉开序幕。

1956年 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5月1日，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向大众展示
湖南的自然、历史、经济建设等标志性综合内容。省博印
证着湖南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以过去照亮未来，以铭
记抵抗遗忘，成为一座湖南人的精神文化家园。

1957年 “一五”计划
1957年，“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火车
的哐当、机械的叮咚与人们的欢呼合奏出一曲
“
一五”
计划交响乐。株洲拔节生长，成为新的工业小镇。人们
筚路蓝缕建设的铁路、桥梁、车站、工厂，让湖南现代
化步伐向前迈进。

1958年 湖南首个人民公社试点
“
大跃进”的序幕拉开，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
动席卷全国。8月26日， 湖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
—
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应运而生。“包吃饭、包穿衣、包
医疗、包上学”“出工一窝蜂，吃饭一阵风”，建设社会
主义的探索出现失误。

1959年 首届省运会
彩旗挥舞，军号嘹亮。5月3日，暮春暖风中，第一届省
运会开幕。举重、足球、棒球、围棋、象棋、无线电发报……
场上，运动员们凝神聚气、奋勇争先。在经济发展困难时
期的年代，省运会传递了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1960年 湖南电视台开播
按图索骥大半年， 制造出除摄像机之外的所有设
备。1960年国庆的长沙街头，14寸黑白电视里， 湖南电
视台首次亮相。从最初30人的艰苦创业，到今天的电视
新高地、中国
“
梦工厂”，电视人的热情与梦想从未改变。

1975年 湘潭大学复校
全国各地高校620多名教师汇聚莲城，湘潭大学
宣布复校了。怀抱着对知识的尊重与渴望，湘潭西郊
的荒坡秃岭上，师生们秉承着“荒山起家，劳动建校，
实干兴邦”的口号，造就了“湘大精神”。9月10日，开
学典礼举办。象牙塔的灯光，复燃了。

1966年6月2日， 韶山灌区进水闸两旁人声
鼎沸，许多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欢庆渠道通水。
通讯员 摄

1976年 杂交水稻培育成功
1961年 刘少奇回乡蹲点调查
4月1日， 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回到阔别40年的
家乡，先后在长沙、宁乡蹲点调査44天。他访食堂、探
医院，与乡亲们“掏心窝”，了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
种种弊端，触摸浮夸瞒报粮食产量的真相。家乡的状
况， 让他深层次地思考农村经济困境的原因及恢复、
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对策，为党和国家制定重大决策
提供了依据。

各校学生支援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资料
图片）
通讯员 摄

1977年 恢复高考

1962年 柘溪水电站建成

1968年 小英雄戴碧蓉舍己救人

一坝斩资江，高峡出平湖。1月28日，柘溪水电站
第一台机组运转起来。湖南省终于拥有第一座现代化
水电站了！这是在3年间，在缺乏大型机械设备的情
形下，以2万余人不计辛劳的付出创造的巨大工程奇
迹。它不仅为我省电力
“解渴”，也挡下了无数次洪水，
润泽了一方厚土。

自古英雄出少年， 9月14日，11岁的株洲女孩戴
碧蓉奋不顾身，在千钧一发之际，将三名小孩从火车
的铁轮下解救出来， 而自己永远地失去了左臂和左
腿。后来，她在公益道路上一路前行。她是当之无愧的
时代楷模。

1963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一个响亮的名字。2月22日，毛泽东写下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 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这
个长沙望城的农家少年善良、淳朴、坚定，他的“螺丝
钉”精神和无私助人品德，如星光闪耀，指引着一代代
青年前行。

1964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0月16日， 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腾空而
起，向世界宣告：中国人靠自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
垄断，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湖南作为拥有“两矿一厂”
的核工业功勋之地，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
用计算尺、算盘，进行理论计算,生产出铀产品，为原
子弹的成功爆炸提供了原料保障。

1965年 赤脚医生下乡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这一年，在毛
泽东
“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下，湖
南陆续从各级医疗机构抽调了5000多人下乡行医。他
们亦医亦农，尽己所能克服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
题，讲解卫生预防知识，守护人们健康。

备好20万公斤种子， 调动千军万马，“南繁第一
战”从湖南打响。全国试种杂交水稻13.87万公顷，普
遍增产20%。为了让人们吃饱饭，袁隆平领衔，“禾下
乘凉”“
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湖南探索从未停止。

1969年 湖南三线建设进入高潮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1969年，
滞缓的三线建设再次掀起高潮。成千上万湖湘儿女背
上行囊，走进湘西、湘中的山区，建设起一大批军工企
业和民用工业企业。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三线
建设为湖南积累了丰厚的工业遗产和精神财富。

1970年 湖南省汽车制造厂成立
三线建设如火如荼，但我省机动车辆奇缺，交通
运输紧张。 7月16日， 湖南省汽车制造厂正式成立，
三湘四水的创业者汇聚邵阳。他们潜心研究，反复摸
索，试制出“湘江牌”载重货车，铺开了湖南汽车工业
的蓝图。

1971年 长沙市韶山路百货商店开业
要过“购物瘾”，就必须去趟长沙市韶山路。5月1
日，长沙市韶山路百货商店开业，成为当时全省最大
的百货零售商店。品种繁多的商品，干净整洁的柜台，
熙熙攘攘的人群……韶山路商圈开始成长，并带动东
塘、雨花亭、井湾子等商圈逐渐发展成熟。

9月，消息传来：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恢复了！
无数湖南青年彻夜未眠，大地上涌动着抑制不住的狂
喜。这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拐
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到来了。

1978年 吹响全国农村减负号角
60万亩耕地养不活70万农民，粮食亩产不到400
公斤，没有粮食，没有饭吃，没有钱用，没有积极性，湘
乡农民到了最贫困的时候。一封文书，一万余字，一晚
出炉。6月23日， 中共中央快速批转， 明确“为农减
负”。明包到组，暗包到户，村民积极性瞬间高涨。

1979年 真理标准大讨论
以省委原第一书记周小舟获得平反为标志，这一
年，湖南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把党的注意力放到经济
工作方面来。思想走在行动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前。
真理标准的讨论似一道划破迷雾的闪电，为湖南解放
思想注入强大动力。

1980年 郴州建成国家体育基地
3月，郴州基地成为全国十大体育训练基地之一，
郴州人民成为了中国女排的
“
娘家人”，助力女排攀登
世界之巅。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从这里起
飞，“
女排精神”成为了影响几代国人的时代精神。

1981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铺开
磨起镰刀，明光锃亮。11月，华容“包产到户”向
全省铺开，农村改革渐入高潮。在田野忙碌，在金秋收
获，生产力大解放使农民富足，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
提高。

1972年 长沙湘江一桥建成通车

1982年 湖南首个万元户诞生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1965年-1966年， 十万劳动
大军以“穿山之志”，仅用10个月的时间，就胜利建成
了韶山灌区系统， 滋养了约25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万亩良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一年时光，80万人次肩挑手扛，建成了长沙湘江
一桥。它东连五一路，飞跨橘子洲，西接岳麓山，长沙
市河东、河西从此联成一体，同频共振谋发展。9月30
日之后，过去五一路上两三公里长的等待过河的队伍
再不见踪影。城市变化万千，“一桥”仍是长沙人心中
不变的最美地标。

11月，已生产一万斤粮，售出一万斤猪，收入达
到一万元。“万元户”， 是对望城黄金公社农户张明尧
的称赞，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湖南印记。对致
富的渴望，致富后的喜悦，折射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
财富观念的深刻变革。

1967年 “红旗”导弹研制背后的湖南功臣

1973年 马王堆汉墓发掘

1966年 韶山灌区建成

冷战时期， 美国高空侦察机频频侵入我国领空。
1967年7月以后，我军装备自主研发的导弹系统发射
“红旗二号”导弹击落多架U2侦察机，从此U2不敢踏
足大陆。包括彭海蛟在内的一批湖南籍研究人员，一
路见证了
“
红旗二号”的成功。

这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
一。1972年-1974年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东郊的“马
王堆”发掘了3座西汉古墓，封存了2000年的幽冥世界
重现人间。稀世珍宝，璀璨文明，证明古代湖湘并非
“
蛮
荒之地”。

1983年 中国首例人工授精婴儿出生
1月16日，一个女婴呱呱落地。她的第一声啼哭，
宣布了中国首例人工授精婴儿在湖南诞生。卢光琇及
团队开启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应用的新篇章，
也让不孕不育的人们看见了希望。自此之后，中国人
优生优育的步伐大大加快。
荩
荩（下转T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