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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塔卧永远红

追寻红色印记

沿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那一处
处红色印记被珠帘般串起，形成一道风
景。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任弼时、贺龙、关向
应、萧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共
产党在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
地，被任弼时同志誉为“中国南部苏维埃
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根据地孕育的红二方面军不仅完
成了长征，保存了强大实力，而且为策
应中央红军长征，牵制和挫败了数十万
国民党军队。同时，还粉碎了张国焘分
裂红军的阴谋，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会
师，维护了红军三大主力统一，为中国
革命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
军”，革命时期，苏区随处可见父送子、
妻送夫、兄弟争入伍、父子上前线、夫妻
当红军的动人情景，到处可以听到“当
兵就要当红军”“不打胜仗不还乡”的嘹
亮歌声。那年的塔卧，创造了“扩红一
千只需一天，扩红一万只需一转”的拥
军奇迹。

据统计，永顺先后共有 8 万余人参
加和支援红军作战，1.18万余人壮烈牺
牲。鲜血染红战旗，也铸就了不朽的

“服务服从，敢战善战”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文化

1934 年 12 月至 1935 年 10 月，塔
卧等地先后创办起湘鄂川黔省委党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培养了上千名
优秀党员干部。红二方面军涌现出166
位开国将帅，曾经，红四分校被誉为“将
军的摇篮”。

2016 年 12 月，塔卧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党性教育基地首期培训班开
班。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共 2359 批次

224538 人来到塔卧党性教育基地，接
受思想洗礼。如今，塔卧党性教育基地
逐步成为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弘扬
革命传统的“红色摇篮”。

塔卧镇组织委员袁谋臣十余年来
致力于塔卧红色文化挖掘与研究，收集
编写了大量的红军故事，他受邀为各地
学员讲授红色塔卧课程100余场次。

长征途中，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贺
炳炎为了掩护贺龙撤离，不幸被敌军的
炮弹炸中右臂，他躺在门板上，用木匠
的锯子完成手术的故事让学员感触很
深。“几乎每堂课上，都会有学员流下感
动的泪水，不是为我，是为红军战士。”
袁谋臣介绍道。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像
红军战士一样，不怕困难、挑战苦难、战
胜困难。”湘潭市雨湖区委党校第十五
期青干班学员周瑾感言。

为确保党性教育取得实效，永顺通

过校地合作，研发了“理论教学、现场教
学、访谈教学、体验教学”四项教学模
式，开发“红色教育之旅”“红色经典之
旅”“青少年素质拓展研学之旅”等十门
特色课程，通过聆听革命故事、重走革
命之路，让培训学员感悟革命历史，铸
牢思想之魂、夯实信仰之基。

“蕴藏在这块热土上的红色文化让
我们受益匪浅，把从这里感悟到的红军
精神运用到工作中去，才是此行的根本
意义所在。”湘潭市委党校副校长洪学

敏介绍，将督促学员做到学以致用，让
党性教育润泽初心。

再聚红色力量

“走，到塔卧去，穿红军衣、吃红军

餐、走红军路……”近年来，100 多万游

客走进塔卧，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

力。

行走在塔卧，无论是悬挂在公路两

侧的红二六军团旗子，还是广播里飘扬

出的红色歌曲，无一不唤起你对那年塔

卧的追忆。

近年来，永顺积极打造红色小镇，

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升级改造“红军

粮区、红军茶园、红军果园”等红色精品

农业项目，旨在盘活红色资源，凝聚红

色力量，为党性教育和初心之旅提供坚

实保障。

目前，永顺组织研发了红军马灯式

水杯、红军挎包等 10 余种红色旅游产

品，制作完成《塔卧往事》微电影，出版

发行《挥师塔卧》《红色塔卧》连环画。

与湘潭大学合作，建立红色文化研究专

家工作室，为全县红色旅游、红色教育、

红色研发提供智力支撑。

夜幕降临，登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纪念馆后方的轿顶山，战斗遗址上，

保存下来的 531米战壕里，钟流杰连长

带领的 100 多名战士在掩护红二六军

团实行战略转移时，全部壮烈牺牲。

独坐在战壕前，似乎还可以听见

战马嘶鸣，以及子弹穿过战士胸膛时

发出的撞击声。举目远眺，红军路上

的马灯式路灯把纪念馆门口的大路照

得通亮，那年的塔卧，有多少婆婆曾嘱

托媳妇：“快起来，给门口挂盏灯，同志

们好行军！”

初心是火种，在塔卧点燃后，翻山

越岭，绵延成壮烈的长征路。新时代的

长征路已在脚下，我辈当回到初心之地

塔卧，捧起火种再出发!

——党性教育基地永顺县塔卧镇走笔

孟春绒 张显杰

“那年的塔卧战旗燃烈火，红色的队伍
天地写壮歌……”这首广为传唱的红色歌曲
《那年的塔卧》，用质朴的语言和深情的旋律
“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厚重的历史被歌声

唤醒，循着五线谱，无数人在塔卧的记忆深
处见识了共产党的初心。

塔 卧 在 哪 里 ？ 塔 卧 在 湘 西 永 顺 。
1934年，老一辈革命家创建了以塔卧为中
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如今，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被省教育厅批准为湖南省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获批为全省
第二批市（厅）级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并获
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
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等
8个国字号品牌。

2018 年 6 月 11 日，“塔卧红色

连队”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启动仪式

在纪念馆广场举行。 余光龙 摄

2020 年 7 月 22 日，永顺县 2020 年

中青班学员在塔卧纪念馆倾听全省第

一批精品党课《追梦红色塔卧》。

刘国胜 摄

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正式开学，
县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

彭 彭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9月

1日上午，在万众瞩目之中，社会给
予期望、政府寄予厚望、家长和孩子
满怀希望的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终
于迎来了首度开学迎新。仅仅140
天就完成建校工作，并实现了从一

年级到八年级全面开学，可谓是一
项极为罕见的工程！伴随着这所总
投资1.5亿，建筑面积46000平方米，
目前县域内最优质且软硬件设施设
备最齐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公立名
校顺利开学，也将为岳阳县的教育
行业注入一针强心剂，进一步提升

岳阳县教育水平，为基础教育事业
再添华章。

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顺利建
成开学，既是岳阳县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路上的里
程碑，也是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一步。对进一步改

善区域办学条件，满足群众对优质
教育资源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我们也有幸采访到了县一中集
英学校的费桂荣校长，带大家一起
详细了解集英学校的情况以及从开
工到开学背后的故事。

与校长对话 集英学校未来可期

问题1：一中集英学校的性质以及

与岳阳县一中的关系？

费校长：一中集英学校是一所九年
一贯制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归属岳阳县一
中管理，可以说与岳阳县一中一脉相承。

问题2：一中集英学校的办学规模

是怎样的？

费校长：一中集英学校开设有小学
部与初中部，共开办60个班级，办学规模
及招生规模在岳阳县都名列前茅。

问题3：一中集英学校的师资力量

如何？

费校长：一中集英学校教学师资力
量雄厚，教学经验丰富，管理团队由岳
阳县一中选拔优秀行政干部履职，师资

队伍由岳阳县一中优秀骨干教师、全县
在编在岗优秀青年教师以及双一流大
学院校优秀毕业生组成。

问题4：一中集英学校为何能在短

短 140天的时间里迅速完成建校工作，

并按时开学呢？

费校长：一中集英学校之所以能如
此之快的完成建校，首先要感谢县政府
领导的大力支持，克服疫情困难，积极协
调复工！当然也要感谢建筑工人们夜以
继日的增砖添瓦！同时还要感谢我们学
校的建设方——大唐地产对于教育办学
的热衷及初心不改，给岳阳县建设优质
学校的迫切愿望。大唐地产凭借自身的
精工匠心和科学工程管理，合理分配利

用资源，对于一砖一瓦的精雕细琢，在保
证工程进度稳步推进的同时兼顾高品质
的工程质量。可以说没有大唐地产在投
资和项目工程把关方面的全力付出，一
中集英学校不可能如此快速顺利开学，
在此我代表一中集英学校全体师生，对
大唐地产表示衷心的感谢！

问题5：对一中集英学校未来发展

的寄语？

费校长：我希望一中集英学校能够
继承县一中的优良文脉血统，延续县一
中的精彩，教育质量一年成为岳阳县第
一，两年成为岳阳市前五，三年成为全
省一流，打造成为湘北教育高地，造福
于广大学子，为培育祖国未来的栋梁献
出应有的力量，实现“桃李满天下，人才
遍九州”的宏伟目标。

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效果图。

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校长费桂荣。

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实景。

9 月 5 日下午 2 时许，在保靖县
迁清公路浦市驼一上坡拐弯路段，
一辆微型车强行超车，刮撞被超小
车后逃逸。保靖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事故值班组接警后，迅速启
动逃逸事故侦破预案，3 个半小时
即锁定责任人，侦破案件。

自2019年底开展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整治行动以来，保靖公安交警在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化解事故风险，
开展肇事逃逸侦办上成效明显，全年
发生的 8 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全部
侦破。

（田太斌 易 果）

“同学们，这种糖吃了会上瘾，
它是毒品，千万不能吃。”9月6日，永
州宁远县禁毒委携手永州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等单位在宁远县太平镇留
佳位村小学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新学期开学以来，宁远县通过
校园禁毒“五个一”活动，全面提升
中小学生预毒防毒和自我保护意
识。该县 83 所中小学通过设置“禁
毒展板”，教会学生们如何识毒、防
毒、拒毒；利用电子显示屏播放禁毒
公益广告，教育引导学生从小树立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正确价值

观；邀请禁毒工作人员用真实事例
给同学们讲解毒品给个人、家庭、社
会带来的种种危害；向家长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普及毒品知识、传播禁
毒理念，织就了一张禁毒安全网；同
时，呼吁师生争当禁毒“宣传员”和

“监督员”，让自己的家人远离毒品。
截至目前，参与活动师生约 11

万余名，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12 万余
份，设置展板1700多块；通过禁毒知
识宣传进校园活动，营造了人人参
与禁毒良好氛围，受到师生和家长
的一致好评。（唐 念 田明俊）

宁远：
“五个一”禁毒活动成为开学第一课

保靖县3个半小时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9 月 8 日上午，深圳市德达康健
集团携手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组织
的公益万里行捐赠仪式在安化县清
塘铺镇中心卫生院举行，现场向清塘
铺镇捐赠德达医疗医用级 5L 制氧
机、血氧仪、体温计、氧气袋等价值
10 万元的医疗物资一批，大大缓解
了当地基础医疗物资缺乏的问题。

据了解，德达康健是一家专注于
大健康产业的股份制有限公司，集研
发、生产、销售、平台运营为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产品涉及医疗器械、个
护保健、健康家电、营养滋补、有机农
品五大板块，业务涉及互联网电商、
国际业务、社交新零售三大板块，公
司矢志于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高新技

术健康产业生态链。
为了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该

公司专门成立了公益万里行委员
会，致力于利用企业技术优势，实行

“精准帮扶”。据了解，德达康健集
团董事长毛德涛是湖南人，是他积
极促成了本次捐助。临行前他反复
交代，本次公益性不仅仅是捐赠医
疗物资，更主要的是深入了解当地
居民的生活情况，以便后续制订更
加精准的帮扶方案。

下午，德达康健一行人走访探望
了清塘铺镇洞天村尘肺病患者赵维
友，送去了医用 5L 制氧机、氧气袋、
米油等物资，帮助解决了患者自主吸
氧困难等问题。（陈丽诗 杨玉菡）

深圳市德达康健集团
向清塘铺镇捐赠10万元医疗物资

当天，我们也在一中集英学校门口
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接孩子放学回家
的家长，询问了他们对于一中集英学校
的看法。

问题1：如何看待这次一中集英学

校复办初中？

家长1：复办初中这事我真的太高
兴了！大家都知道以前县一中是初中
和高中都有的，后来因为校区受限，只
能办高中，迫不得已才取消了初中办
学，所以县一中复办初中成为了我们广
大家长和孩子们多年来的期盼。现在
一中集英学校复办初中，终于实现了我

们多年来的愿望，让孩子从初中开始就
能享受到县内最好的教育，非常感谢县
政府、校方以及大唐地产背后所付出的
努力，造福于我们老百姓！

问题2：一中集英学校的校内环境

和氛围如何？

家长2：我觉得一中集英学校的环
境和氛围非常好，整个校区干净整洁，
教学设施很优质、很齐全。教学氛围这
一块，感觉也延续了县一中优质传统，
师资团队看介绍也很厉害，在目前整个
岳阳县内，应该算是相当高的水准了，
我很满意！真的很感谢我家孩子可以

在这么好的学校里就读。作为旁边大
唐世家的业主，能够享受到这么优质的
教育配套，以大社区理念打造的各项配
套非常齐全，大大改善了区域内的教育
与人居环境！

问题3：一中集英学校的建成开学

对整个岳阳县基础教育的意义？

家长3：在我个人看来，这次一中集
英学校打造的义务教育阶段完整体系，
应该说是真正补足了我们岳阳县义务
教育阶段缺乏优质资源的短板，这对于
整个岳阳县的基础教育来说，意义十分
重大，县一中定能再上新高峰。

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实景图。 （本文图片均由岳阳县一中集英学校供图）

作为县一中集英学校的配建方，福
信集团旗下地产品牌——中国房地产
百强企业大唐地产，深知教育是第一民
生，是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唐地产
以发展教育大计为己任，扛起名企责任
担当的大旗，在大力建设 80 万平方米

国风大城大唐世家的同时，将大唐的精
工品质与城市榜样教育深度融合，为融
城教育事业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大
唐地产将“公益地产”理念融入企业文
化，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教育事业，
捐资助学，未来将在集英学校设立教育

基金，助力莘莘学子筑梦远航。
如今，随着一中集英学校落成与大唐

世家的规划建设稳步推进，北向融城的进
程也在提速之中，“一年成形、两年成势、
三年成城”的宏伟蓝图正一步一步走向现
实，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他们的成功！

名企担当 教育先行不负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