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11月13日， 临澧县
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0个工
业项目和1个商贸服务项目同时签约，总投
资20.43亿元。

项目主要集中在资源精深加工、 新材
料和主导产业强链升级方面， 包括科技含
量高的新材料项目、 为中联重科配套的装

备制造项目、商务高端酒店项目等。其中，
投资最大的伟厦新材二期新材料项目，投
资5亿元，建设年产10万吨纳米碳酸钙生产
线，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亿元。

近年来，临澧县紧紧围绕“开放强县、
产业立县”战略部署，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建设一流园区，出台了一系列投资优惠
政策和奖励办法，推动形成“洼地效应”。

临澧集中签约11个项目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武冈市成为研究样本

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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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事】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1958年

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共产党员
李侠的这句遗言，曾感动了无数观众。李侠的
原型，就是秘密战斗在“上海—延安”空中通
信线上的地下电台发报员李白。

越过大洞岭， 翻过大围山， 汽车一路疾
驶， 终于停在浏阳市张坊镇白石村的一座院
落旁。李白烈士故居静静地沐浴在秋阳里，一
如它的主人从容的一生。

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这
里的一户贫农家庭。 因家贫交不起学费，他
13岁便辍学到染坊当学徒。大革命时期，在火
热的农民运动高潮的带动下，15岁的李白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于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
领导的秋收起义。

今年78岁的李华光是李白的堂弟，其母
亲是当年李白从戎的唯一知情者。“华初哥是
我伯伯家的长子， 家里人并不愿意他去参
军。”李华光老人说。于是，李白在前一晚悄悄
敲开同院婶娘的房间：“我要跟部队走了，请
婶娘帮我多照看着些家里。” 第二天一早，李
白便背上行囊， 沿着蜿蜒的乡间小道踏上革
命的道路，再也没有回来。

之后，李白参加长征、到陕北、奉命赴上
海从事地下工作……他与故乡渐行渐远，仅
靠书信与家中亲人联系。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李白要与家人通信，是极不容易的。李
华光回忆说，“华初哥的信件一般都是托回湘
的友人带回， 交到在永和镇开铺子的六叔手
上，再由六叔转交给我伯父。”

据统计， 李白共留下了18封亲笔书信，
大部分是写给父亲和弟弟们的。解放后，二弟
李华庆在自家的阁楼上陆续找到了这些家
书，原件均交国家文物部门保存，故居内展示
的是部分复制品。

看着泛黄的信笺， 记者从这俊秀飘逸的
字迹背后，读取李白对家人的柔情、对革命的
执着。

家书里的李白，谦恭而体贴。他称呼“父亲
大人”，自道“男一切好”。在失去家人音讯的日
子里他焦急地去信：“久未接到家信，内心实在
挂念。男屡次寄回之信，不知收到几何？近来，
福体康健否？合家都好么？甚念……”

1943年，在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大半年出
狱后，李白得空给父亲写封平安信。信中他化
名李静安，自称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将入狱
称为“住院”，说“男自住院后，当时因医院阻
拦不准家属接见……使大人及合家均为我

担心，实感激不尽！”
因多年不归，父亲多次写信责怪他“为何

不早还乡”， 李白只能温柔解释：“我们回家之
心，是比大人望我们回来之心还要焦急的。”“只
要有可能回家的安全路线及回家后可有一安
定的生活时，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会回家的。”

父亲重病期间，他很惦念父亲，却不能回
家探望， 写信嘱托弟弟和弟媳：“不要使老人家
心烦，如想吃什么菜或者其他东西，要尽量买
给父亲吃。”1947年父亲病故，他只得托人带回
30块银元，并在给两个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因
远居异境，不但没有尽到半点照顾之责，连与
父亲一面之缘都没有，实是抱憾终天！”

柴米油盐的细琐叮嘱背后，却是永久的诀
别。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39岁的李白
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直到他牺牲，老家的
亲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家书里，他总是
一个敬老慈幼、温和友善的普通儿子和兄长。

李白不敢也不能告诉家人。1937年起，他
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设立秘密电台， 用无线
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
这项工作充满了危险，只要电台一开机，就会
遭到敌人的无线电侦察。为了保护电台，李白
辗转换了6处住所，先后3次被捕。

最后一次被捕， 是1948年12月30日凌
晨。李白原本完全可以撤退，但在生命与情报
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他镇定地向党中央传递
完国民党的长江布防情报后， 从容等待敌人
的到来。这封宝贵的电报，助力中国人民解放
军发动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

酷刑拷打和厚禄劝降都没有让李白屈
服。1949年4月22日，感觉敌人可能要采取极
端手段， 他给妻子裘慧英写下最后一封信：
“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卜干……炒米粉亦
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我
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里困苦，
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在望
得见生命尽头的时刻，李白留下的绝笔信，依
旧如此平常、琐碎而从容。

李白牺牲的消息不久后传到了浏阳老
家。“我们第一次知道华初哥所干的事业，既
难过又骄傲。”李华光老人介绍说，几十年来，
李氏后人都秉持着“要为李白争光，不从李白
身上沾光”的祖训，老实做人、踏实做事，争当
对社会有用的人。

离开时，记者坐在故居内的发报机前，轻
轻敲下“延安已收到你的电报”代码。李白为
革命舍生取义的精神， 就如同电波般穿越时
空，永不消逝。

李白：电波不逝 信念永存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颜文展

李白写给弟弟们的家书。 现存于浏阳市档
案馆。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邬丹凤 ）11月13日上午，“美丽中
国·网络媒体生态文明行” 采访团走进常
德， 探寻常德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轨迹
和发展成果。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
传播局主办，江苏、江西、湖南、广西、安徽、
甘肃、青海7省、自治区网信办协办，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网承办， 于11月7日在江
苏苏州启动。网络媒体采访团由人民网、新
华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央视网、中国
青年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及各地方新闻

网站编辑记者组成。
在常德为期两天的采访中， 采访团分

赴桃源县双洲公园、夷望溪、桃花源旅游景
区以及穿紫河风光带、柳叶湖，全方位了解
常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据悉，“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态文明
行” 主题活动将以蓝天保卫战、 荒漠化治
理、水源地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及自然保护
区生态治理为切入点，多手段、全媒体、沉
浸式报道各地积极推进美丽中国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讲好新时代美丽中国
故事。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刘勇）12日
至14日，由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农”工
作专家组、省社科院、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讨会在
武冈市举行。专家学者们和相关部门、地区的
党政领导， 以武冈脱贫攻坚取得突出成就作
为典型和研究样本， 就如何在整体脱贫摘帽
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展开深入探讨。

武冈是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县级
市，2014年全市贫困发生率达12.7%。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武冈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取向，补
齐“两不愁三保障”短板；以全面小康为目标，探
索城乡同步发展新路径。2018年， 武冈实现全
市整体脱贫摘帽，89664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发生率降至0.37%。当年，该市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2130元，比2014年增长59.69%，

增幅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在此基础上，武冈
积极探索构建全域乡村振兴新格局。

与会代表们对武冈市近年来坚持将脱贫攻
坚、全面小康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通盘谋划，以
发展的理念解决区域贫困问题、 夯实乡村振兴
物质基础， 以推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增进民生福祉， 以组织建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等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结合武冈的实践经验， 与会代表就如何处
理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持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建立健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整体联动、协调推进、良性互动等问题进行了
交流讨论。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张君花 ）11月
12日，从巴陵石化传来喜讯，中国
石化“十条龙”科技攻关医用耗材
专用高分子材料开发及应用项目，
在巴陵石化通过中国石化总部科
技部组织的技术鉴定。其整体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填补国内
空白。

该项目由中国石化医用耗材类

产品上下游企业及直属院联合组成
攻关团队， 开展医用基础材料研究
及合成、加工、应用技术研究。团队
针对医用材料技术和管理瓶颈，采
用产、销、研、用“一条龙”运作模式，
依据医用耗材中国和国际标准，突
破热塑性弹性体SEBS，聚酯类产品
PET、PBT和聚丙烯PP等材料合
成、加工、应用技术，使国产基础原
材料进入医疗器械市场， 实现基础

材料向高端化发展。同时，也为基础产
品品质稳定与提升提供技术基础与经
验。

该项目开发的医用 SEBS、PP、
PET、PBT系列专用料新产品， 可用
于输液管、输液袋、采血管、医用无纺
布、医用敷料等制造；所产专用料可广
泛应用于临床医疗方面，并通过欧盟、
美国、 中国药典及中国YBB标准等医
用检测，已获发明专利4件。

“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态文明行”走进常德

医用耗材专用高分子材料项目通过鉴定
整体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11月14日，世界著名
喷气翼飞行团队Jetman
团队的两名飞行员， 在张
家界天门山以385公里的
时速编队穿越天门洞，实
现了穿戴个人涡喷动力飞
行装备穿越天然溶洞的壮
举，上演了“喷气人”在中
国的精彩首秀。

向韬 摄

“喷气人”
首秀天门洞

人
小
巨

为
大

作 湖南中小企业群英谱
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协办

“湘鹤”展翅

【红色档案】

李白生前使用过的电台及发报机。 存于上
海的李白烈士故居。 天岸马 摄

李白写给父亲的家书。 原件存于中共一大
纪念馆，图为浏阳李白烈士故居展出的复制件。

孙敏坚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朋辉

王茂卿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目标： 每天
行走不少于1万步，风雨无阻。在工作之外，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散步。

1975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在怀化打拼
22年，王茂卿将父亲开办的五金建材销售
店，发展壮大为年销售额逾2亿元的湖南湘
鹤集团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湘、
鄂、渝、黔、桂5省市边区高/低压电线电缆
最大生产企业。

湘天一鹤，展翅翱翔。王茂卿立下最新
目标：3年内集团产值再上新台阶，5年内争
取在科创板上市。

淬炼品质
曾有人问王茂卿， 公司发展的步子为

何不能再快一点？
身为湘鹤集团董事长， 王茂卿也曾如

此追问自己。
他最终给出答案：淬炼产品品质，提升

服务能力，步子可以慢一点，但公司品牌形
象要上去。

关键时点上， 要能迈出坚实步伐。
1997年创立的湘鹤集团，2004年迎来一次
跨越：公司迁址怀化高新区，征地128亩扩
建湘鹤工业区，其电线电缆系列产品、智能
化成套输变电设备的生产大幅扩容， 形成
销售收入逾亿元的产业基地。

从最初的“作坊式”生产，到有了产业
基地硬件支撑， 湘鹤集团提质升级之路日
益开阔。

35KV三层共挤交联电缆、环保型阻燃
/耐火电缆、矿物质防火电缆、架空绝缘电
缆……瞄准市场需求， 力推更加安全、环
保、耐用的产品，湘鹤集团市场占有率节节
攀升。

“没有诀窍，就是实干。”年少即从温州
迁居怀化，王茂卿将温商“不怕吃苦、敢闯
敢干”的韧劲发挥得淋漓尽致，将看起来似
乎没有多少想象空间的电线电缆， 做成了
大产业。

如今，湘鹤集团已是湘、鄂、渝、黔、桂5
省市边区高/低压电线电缆最大生产企业，
年销售额逾2亿元。 公司获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
业、湖南省名牌企业。“湘鹤”商标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湖南省著名商标”。

矢志创新
一个逾2000平方米的车间，伴着轻微

的机器轰鸣， 全自动化生产出来的成品高
压电缆卷筒，整齐排放。放眼望去，只有3名
工人值守。

11月9日，记者在湘鹤集团生产基地，
感受到智能化生产线的魅力。

“创新是湘鹤一路走来最大的驱动
力。 ”湘鹤集团董事长王茂卿介绍，大长度
连续叠加组合的生产方式， 使生产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瞬时发生一点问题，就会影
响电缆质量，甚至报废整条电缆。为提升产
品竞争力，公司每年将总营收的6%投入到
技术研发上。

接轨国际国内最新的生产技术标准，
湘鹤着力研发生产市场潜力巨大的系列产
品。 扩建35KV三层共挤交联电缆生产线，
增开矿物质防火电线电缆生产线、 江河湖
底电线电缆生产线，加紧研发竖井电缆、轻
量化电线电缆， 牢牢掌握产品细分领域的
话语权。

创新不止，活力迸发。湘鹤集团在信息
化建设中表现抢眼， 首批列入湖南省利用
信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示范
单位。 目前湘鹤产品销售网络基本覆盖全
国，公司还在越南、泰国等国家建立市场联
络点，加快拓展国际市场。

文化为魂
用企业文化管好人、用好人、留住人，

是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点。
企业文化内涵何在？ 如何让企业文化

成为核心竞争力？
“就是凝心聚力，让大家朝着共同的发

展目标奔跑。 ”王茂卿说，文化虽然是个很
虚的概念，但在日常管理中，湘鹤力求体现
在实处，让员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位工作5年的车间绞线工，早前向公
司提出辞职。 其理由是：母亲年老体弱，小
孩需要陪护教育，只能放弃工作回家务农。
湘鹤很快联系好廉租房和就近的学校，该
员工没有离职，其老母亲、孩子从老家来到
城里生活，妻子也被安排在公司上班。

相对于制度而言， 企业文化是一种柔
性管理能力，也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员
工，被湘鹤视为最宝贵的资源。

2018年当选省人大代表后，王茂卿提
出“关于构建怀化市机电电子产业集群”等
多项建议案，呼吁通过发展产业，解决更多
贫困人口就业。

湘鹤蓄势待发。今年前三季度，公司营
收同比增长15%。 公司正朝着在科创板上
市的目标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