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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黄秀仁

“刚摘下的椪柑，肉多、汁甜，欢迎购买。”
12 月 25 日，泸溪县红岩村椪柑刚刚上市，省
民政厅驻红岩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江晓军就在
朋友圈里吆喝起来，帮忙推销。

今年，红岩村通过举办摸鱼节等活动，拉
动消费，吸引长沙等地的社会组织来村里购
买农产品，已帮助村民增收30余万元。

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重
要方式之一。我省通过创新机制、搭建平台，
动员社会各界多方参与消费扶贫，帮助贫困
群众增收脱贫。截至11月底，今年全省各界已
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副产品约139亿元。

创新机制，“朋友圈”不断扩大

萝卜、蜜橘、茶叶、鸡蛋……装满了购物
车。

12月21日，家住长沙市梅溪青秀小区的
刘颖一早就来到步步高梅溪湖店扶贫专区购
买农产品，“产品质量好，还能扶贫，一举两
得。”

今年，步步高集团在人流量较大的商超
设立扶贫专区，销售来自贫困地区的农产品，
得到广大消费者的积极响应。

近两年，我省大力开展消费扶贫，制定下
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实施意见》和《湖南省多渠道拓宽贫困
地区农产品营销渠道实施方案》，鼓励各地创
新机制，组织实施消费扶贫，参与消费扶贫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
株洲市今年引导全市112家企事业单位

认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达3820万元；邵阳市
将消费扶贫纳入“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
小康”活动，动员市民优先购买贫困地区农产
品；衡阳、郴州、岳阳等地发动单位、个人通过

“以购代捐”“以买代帮”形式参与到消费扶贫
中来。

省扶贫办专门召开消费扶贫工作座谈
会，动员全省扶贫系统做好消费扶贫工作。省

总工会、省扶贫办联合发文，鼓励各级工会组
织按照有关规定组织职工到贫困地区开展工
会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
品，助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今年7月份，省扶贫办针对石门县“香猪”
销售难问题，邀请多家企业赴石门县调研，现
场签订20余吨“香猪”销售意向协议。

搭建平台，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

11 月 10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常委、副
县长刘书军赶在“双11”前，开通直播号，通过
网络直播，帮助贫困群众卖“山货”。

县领导帮贫困群众卖“山货”，在我省已
不是新鲜事。去年，炎陵县委副书记、县长文
专文就带着 750 公斤黄桃来到广州，现场卖
桃。

政府搭台，农产品唱戏，贫困地区农产品
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

搭建电商平台，打造网络“爆款”。我省通
过打造网销“一县一品”品牌，推行“湖南电商
扶贫小店”等，助力农产品线上销售。目前，全
省43个贫困县成功获批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今年2月，在吉首市举办的“电商企业湘
西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中，京东、苏
宁易购、快乐购等15家知名电商企业、平台，
协议销售湘西柑橘、猕猴桃等农产品5万吨，
金额达3500万元。

截至10月底，全省“电商扶贫小店”开店
6万余家，上线商品5.6万款，交易额达1.7亿
元，打造了湘西猕猴桃、新化白溪豆腐、安化
黑茶等网络热销品牌。

开展产销对接活动，搭建线下销售平台。
今年7月份，在深圳举行的2019湖南贫困地
区优质农产品（深圳）产销对接活动中，现场
签约总金额达 19.35 亿元；10 月份举行的中
国中部(湖南)农博会上，设立消费扶贫专区，
现场签约消费扶贫项目180个，总金额45.92
亿元；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2019湖南贫困
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中，现

场签约总金额13.6亿元。
10 月份，省委宣传部、省商务厅、省农业

农村厅、省扶贫办、湖南日报社联合发文，在全
省组织开展“一县一特”电商消费扶贫和农产
品产销对接活动，助推消费扶贫向纵深发展。

多方参与，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走”出深山

12月15日凌晨，一辆满载江华瑶族自治
县农产品的卡车停在中南大学河西校区食堂
门口。上午11时，车上的农产品便销售一空。

今年，中南大学发动师生参与消费扶贫，
一批批来自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成为师生餐
桌上的“香饽饽”。

高校师生人数多、消费潜力大，是消费扶
贫的生力军。我省在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
南师大等高校试点开展消费扶贫，广大师生
积极参与。

湖南师大通过“以购代捐”方式，从对口
帮扶的绥宁县采购农产品超 1 千万元。至目
前，全省各消费扶贫试点高校已累计采购贫
困地区农产品超4000万元。

发动社会各界，多方参与消费扶贫。我省
鼓励各级政府在采购中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
副产品。截至11月底，全省12个贫困县26个
供应商已纳入国家级贫困县重点扶贫产品供
应商目录（第一批）。

将消费扶贫纳入省内对口帮扶、东西部
扶贫协作、携手奔小康、各级驻村帮扶和结对
帮扶工作内容。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走”出深
山，融入全国市场，进入“远方朋友”餐桌。

湘潭市搭建湖南特色优质农产品国际贸
易平台，为对口帮扶的永顺县开设“永顺县

‘一县一特’农产品展示馆”，拓宽了永顺县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济南市通过直销窗口、体验
店，展示和销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农
产品，今年销售额已超1亿元。

大力开展消费扶贫，打通产业扶贫最后
“一公里”。贫困地区的“山货”越来越俏，贫困
群众的口袋越来越鼓。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付鼎臣 张燕）万人同吃福寿面，深
切缅怀主席恩。今天清晨6时，天色未亮，韶
山市韶山村村部大楼前坪灯火通明。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市民不约而同赶到这
里，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福寿面”，表达对
毛主席的浓浓思念和深切缅怀。

“福寿面来咯！”伴随着一声吆喝，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餐桌，大家你一
碗我一碗，或坐或站，大快朵颐。

“心情非常激动，热腾腾的福寿面味
道鲜美，我们心里也是暖和和的。”来自湖
北武汉的胡忠兰，已连续6年在毛主席诞
辰这天来到韶山，“我们十分崇敬毛主席。
过去我和老伴由于工作原因没法赶到韶

山，但全家人这一天也都在家里吃福寿
面，以缅怀毛主席。现在退休了，我们会经
常来毛主席家乡看看。”

韶山村党委书记毛春山介绍，自毛主
席逝世后，每逢毛主席诞辰日，村民们自
发聚在一起，杀猪宰羊、架锅烧水，煮上一
锅锅福寿面，寄托对主席的绵绵相思。如
今，吃福寿面已经成为韶山的民间风俗。

为方便市民和广大游客吃面，今年
“万人同吃福寿面”活动除了在韶山村村
部设置吃面点，韶山市还在游客换乘中心
和市区各指定宾馆、饭店设置了吃面点。
湖南粮食集团今年免费提供约30吨面条，
让每位赶到毛主席家乡的游客，都能吃上
福寿面。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成奇）12 月 26 日，是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诞辰126周年纪念日。湘潭大
学师生在南校门毛主席铜像广场举行“伟
人之托”奖助学金颁发典礼，318名学生共
获得100万元奖助学金。

“伟人之托”奖助学金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欧阳晓平于2015年倡导发起成立，计
划每年筹资100万元，周期暂定10年，以

奖励科研成果突出、创新能力强、综合素
质高的湘大学生。

“我们将牢记伟人嘱托，常怀感恩之
心，常怀报国之志。”“伟人之托”奖助学金
获得者、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
究生王昕伟说。

当天，湘潭大学还举行了向主席铜像
敬献花篮、齐唱红歌、文艺晚会等系列纪
念活动。

“伟人之托”奖助学金颁发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毛晶 胡梦洁

“师傅，今天要把这些渣土全部整平
咯，马上要搞路面硬化了。”12 月 15 日上
午8时，四方溪公路桥连接路施工现场，隆
隆的轰鸣声中，戴继发扯着嗓子对挖掘机
师傅喊道。

冬日暖阳下，戴继发胸前佩戴的党徽
熠熠生辉。

戴继发是沅陵县纪委监委驻二酉苗族乡
四方溪联合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连续两年被评为沅陵县最美扶贫人物。

四方溪村是合并村，四方溪公路桥通
往老四方溪村，可解决 1000 多名村民出
行问题。“这座桥，当地老百姓盼了几十
年。”走在桥上，戴继发告诉记者，第二座
进出村的桥也在抓紧施工。

2018年4月驻村至今，戴继发多方争
取资金，为村里修建、硬化了5公里道路，
修建大型集中垃圾池，同时实施“亮化工
程”，为村里安装了120盏路灯。他说：“要
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基础设施
建设要跟上。”

上午9时，从施工现场回到村部，戴继
发往包里塞了一个面包、几片饼干。这天，
他要走访张显忠等贫困户。

在张显忠的生猪养殖基地，戴继发围
着猪圈仔细检查了一圈，拍着猪圈围栏对

张显忠说：“这些木头要搞扎实一点，猪养
大了力气也大。”

“戴书记，我的猪圈快要建好了，马上
要去买猪崽，上次跟你说的贷款的事有没
有希望呀？”张显忠急切地问道。

“放心吧，现在正按贷款程序走，等猪
圈建好后，村里就可以给你开证明，到时
我陪你去跑贷款。”戴继发一席话，让张显
忠吃下定心丸。

对想发展产业的村民，戴继发给予大力
支持。他先后为223名村民解决产业资金困
难，带领村民学技术，利用各种资源打开销售
渠道。2018年，在他帮助下，村里白桃基地6
万公斤白桃得到及时销售，收入60余万元。

中午时分，在村民覃春芳家前坪，工人
们正在坪前砌堡坎，堡坎外沿已基本完工，
里面正在填石头、用混凝土加固。“老覃啊，
堡坎砌好后，务必要加装护栏。”从张显忠的
生猪养殖基地出来，戴继发直奔覃春芳家。

由于前段时间连续下雨，覃春芳家前
坪塌陷严重，他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
不安稳。戴继发得知，立刻和覃春芳在外
打工的儿子沟通，并帮忙联系施工队，覃
春芳才安下心来。

冬日白昼短，在戴继发匆匆的脚步中
显得更短。回到村部，夜幕已降临。扒了两
口饭，戴继发来到会议室，村支两委成员
已聚在这里等待开会。

晚上开会的重要事项之一，是商量去
邻村考察辣椒种植。“今年邻村种辣椒获
得丰收，不少村民脱贫致富。我们这个村
自然条件跟邻村相似，也可以尝试种辣
椒。”戴继发的发言，得到与会人员认同。

散会后，戴继发才有空翻看手机，微
信运动计步显示他当天走了3万多步，高
居朋友圈榜首。“微信计步，我经常居榜
首。”戴继发有些得意地说。

决胜

——第一书记的一天

“微信计步，我经常居榜首”
——沅陵县四方溪联合村第一书记戴继发的一天

【档案故事】
“除毙伪师长陈树香外。先后俘获匪兵共

一千六百八十余名……”
“陈树香原名树春，长沙人，住小吴门外

瓦屋街陈宅……”
1934 年 12 月 15 日至 21 日，长沙《大公

报》连续刊登4则消息，报道关于陈树香（湘）
被俘、牺牲及悬首小吴门的消息。

当年的新闻纸，如今已经成为历史档案。
日前，记者在湖南省档案馆见到了这几份旧
报纸的复制件。据省档案馆编展部负责人介

绍，这可能是关于陈树湘最早的媒体报道。
透过白纸黑字，记者耳边回响起这位断

肠将军“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誓言。

随后，记者走访陈树湘故居，寻访陈树湘
“后人”，追寻那些新闻纸上没有呈现的历史
细节。

生前：从菜农成长为红军师长，
血洒湘江

1934 年 12 月 18 日的长沙《大公报》第
5658期，刊载了一则“陈树香生前与死后”的
报道：

“原名树春。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宅。现
年二十九。母在。妻名陈江英。年三十。无子
女。行伍出身。原由独立第七师叛入匪军。本
年始充师长……”

陈树湘，1905年出生于长沙县福临镇一
户佃农之家。

长沙县福临镇文化站保存着的《檀山陈
氏六修支谱》，清楚记载着陈树湘父子的名字
和生庚年月等信息：“正可，字建业。”“正可之
子文学，字子凤，号树春，又名树湘，清光绪三
十一年乙巳正月三十日生……”

“家乡人都叫陈树湘‘春伢子’，他从小就
崇拜苏武持节不屈，钦慕岳飞精忠报国。”长
沙县陈树湘烈士追思团发起人冯胜奇告诉记
者，自己的爷爷是陈树湘儿时玩伴，他经常听
爷爷讲陈树湘的故事。

1914年，长沙地区遭受大旱，9岁的陈树
湘随父亲流落至长沙小吴门外的陈家垅，以
租地种菜、卖菜、帮厨为生。

因常去清水塘挑水送菜，陈树湘在1921年
结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经过无数次战斗洗礼，陈树湘由连队基
层干部成长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打了许
多硬仗和胜仗。

1934 年 3 月，陈树湘被任命为红三十四
师师长。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树湘率
领红三十四师担负全军后卫任务，掩护红军
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同敌人追兵
频繁作战。

长沙《大公报》记录了陈树湘与国民党部
队湘江之战的情形：“因掩护渡河，被国军截
断去路，故而回窜，现在所率百○一团，仅剩
重机枪五挺，自动步枪三枝……”

陈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
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最后，部队弹尽粮绝，
陈树湘腹部中弹，伤重被俘。

长沙《大公报》报道记载：“俘获伪第三十
四师师长陈树香一名……自江西兴国出发，
迭被国军击溃……经派员解至石马桥，因伤
毙命……”

“因伤毙命”4个字背后，是陈树湘断肠而
亡的悲壮惨烈：押送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

毅然从腹部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
牺牲，年仅29岁。

死后：无一名子嗣，有无数“后人”

“将伪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首级。以篾笼
藏贮悬挂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灯柱之上。示
众……”

1934 年 12 月 21 日的长沙《大公报》第
5661 期，刊载了“陈树香之首级解省悬挂示
众”的详细报道。

陈树湘牺牲后，敌人为邀功请赏，残忍地
将其头颅割下，送到长沙悬于城门示众。道县
群众将他的无头遗体与一同牺牲的警卫员，
葬于潇水边的斜坡上。

陈树湘虽然没有留下子女，却有着无数
“后人”，一直在纪念和传承他的精神。

“谁说我们的大爹爹陈树湘没有后人？我
们全家就是陈树湘的后人。”开国中将韩伟之
子韩京京告诉记者，父亲曾和陈树湘并肩战
斗、生死与共，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

1992年，韩伟将军临终前嘱咐韩京京，一
定要找到陈树湘的后人。20多年来，韩京京多
次携妻儿来湘，寻找大爹爹的归宿地，寻访红
三十四师的遗迹。

“他连侄子、外甥也没有一个，现留存于
世的一幅‘头像’，是根据我父亲生前口述，邀
请一位画家而作。”韩京京说，这幅画像得到
陈树湘生前战友、开国少将张力雄的认可。

而今，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铭记追忆陈树
湘烈士，这位将军的儿子深感宽慰。

“咱们福临人的子子孙孙，也都是陈师长
的后人！”福临镇福临铺社区党总支书记黄龙
说，陈树湘烈士的英雄事迹一直被家乡人传
颂，他的革命故事不断被发掘。

冬日暖阳下，福临镇陈树湘烈士事迹陈
列室、树湘文化广场，三五成群的游人前来参
观，瞻仰这位烈士。

冯胜奇向记者回忆道，有一次，他家附近
来了很多参观陈树湘故居的游客，上中学的
女儿问他是不是有明星要来开演唱会，“那一
刻，我百感交集。在我看来，陈师长就是时代
之星，他才是年轻一辈最好的偶像。”

近年来，冯家和陈树湘故里不少乡邻，都
走上追寻红色足迹之路。

树湘文化广场一角，一面名叫“我的 29
岁”的追思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参观者手写
的便利贴。苍劲或灵动的字体，记录着当代青
年人的追思：“同为 29 岁，时代不同，责任相
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怀思先烈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文化广场上，设计有战争年代的枪林弹

雨造型，陈树湘的塑像目光炯炯，投向一道红
色的重生之门。近旁，孩子们正在游乐场上追
逐嬉戏。

细碎的阳光，浅浅的暖意，满满的希望。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黄利飞）
2 个小时，成交订单 6600 多台套，斩获近
50 亿元订单，相当于平均每 1 秒就卖出 1
台塔机。在中联重科 12 月 25 日下午举行
的新品订货会上，中联重科的跨代w新品
塔机，创下了全球塔机销售速度新纪录。

中联重科在塔机领域拥有60年的技
术底蕴与发展成就，研制了一批全球最
强、并广受市场欢迎的产品。2009年起，中
联重科在全球塔机市场占有率长期位居
第一；2019 年 1 月，中联重科塔机智能工

厂一期正式运营，公司在产能规模和产品
质量上迈上新高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2019年，中联重科塔机业务全年持续产销
两旺，年销售额突破了百亿元大关。

当天还举行了中联重科塔机智能工
厂二期项目建设开工仪式。二期项目投资
9.5亿元，将建设16条生产线、应用150台
智能机器人、安装1万个传感器和一系列
信息化系统，以实现工厂智能计划排程、
设备互联互通、智能决策，推动中联重科
塔机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中联重科创下全球塔机销售速度新纪录

每1秒卖1台塔机，
2小时斩获近50亿元订单

寿面如丝 根根情长

韶山“万人同吃福寿面”
决胜

——脱贫攻坚亮点

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走”出深山
——湖南大力开展消费扶贫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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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树湘：

穿透纸背的生与死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王明贵

【红色档案】

1934年12月15日至21日，长沙《大公报》
连续刊登4则消息，报道关于陈树香（湘）被俘、
牺牲及悬首小吴门的消息。此为收藏于省档案
馆的报纸复制件。 湖南省档案馆 供图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周云）韶山红色旅游服务标准
化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湖南省
韶山管理局承担的国家级红色旅游服务标准
化示范项目，今天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验收评估，评估结论为优秀。这是湖南首个
通过评估的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韶山红色旅游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
点 2015 年通过验收，2018 年获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为“2018-2019年度国
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该项目科学
运用标准化方法，提升会务、餐饮、住宿、安
保、讲解、接待、现场教学、献花仪式等多项
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核心业务水平，形成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该项目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中国
红色元素相关服务走出去发挥示范作用。
结合红色旅游发展实际，集聚湖南省内外
文化旅游管理、标准化研究、红色文化研
究、红色旅游实践等资源，开展标准化研究
并发表研究论文，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制订
修订工作。充分利用韶山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等核心资源，挖掘打造红色旅
游教育品牌，持续推进标准化创新实践。

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省里将继续支持该项
目推广应用标准化成果，传播标准化管理与服
务理念，发挥示范项目对全国及同行业的引领
带动作用，将韶山红色旅游服务打造成为国家
服务业标准化项目的精品展示基地、实践验证
基地、创新研究基地和宣传培训基地。

韶山红色旅游服务走向标准化
成为湖南首个通过评估的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