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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福芳

百年来，位于长沙市书院路 356号的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就那样静静地矗立着，看百

年风云激荡，听改革发展涛声，广迎八方学

子。

这所素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美誉的

学校，前身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于1161年

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1903年始立为湖南师

范馆，举办现代师范教育，1912年更名湖南

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49年改名湖南省第一

师范学校，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在这里求学、

任教。

1 月 12 日，记者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感受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此求学、任教的8

年经历；探寻青年毛泽东在此寻求革命真

理，最终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奋斗历程。

忆往昔：毛泽东在此学习、
工作8年

罗马柱、雕花栏、中西结合的设计，哪怕

放在今天，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校园都不过

时，可想而知当年是多么新潮。

校园潮，思想更潮。当时的第一师范，

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放的学校，强调“时时以

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注重人格和学识

的全面培养。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

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员，如杨昌济、

徐特立、方维夏等，堪称当时湖南培植师资

和新青年的摇篮，全校仅400余名学生，一届

不到100人。

1913 年春，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

毛泽东，听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免费

师范生，且膳宿费低廉，毕业后还可担任教

师，他觉得不错，于是前去报名，以作文满分

成绩被录取。第二年，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

范，毛泽东被编入了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

第八班教室第一行第四个座位正是

毛泽东当年坐的地方。记者坐在这个复原

后的教室，仿佛看到了毛泽东当年在课堂上

踊跃发言的铿锵声音，与同学争辩中国未来

出路的神情，眉头微蹙奋笔写下“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愤慨情

形。

在第八班寝室，毛泽东提倡“三不谈”，

即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

题。他们“熄灯”后，谈的都是家国情怀、政

治形势，指点江山的气势在那时已有雏形。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还倡导“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学校后面那口水井，一年四

季都是他的“洗浴场”，哪怕是寒冬，毛泽东也

坚持洗冷水浴，用浸了井水的毛巾搓澡，搓

到身上发红，再一桶水浇下，神清气爽。如

今，水井依旧，只是没了洗澡人。

毛泽东还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立工人

夜校、组织开展猴子石缴枪等军事行动。

1917年暑假，他邀请萧子升同学，不带一分

钱徒步游学，1个月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

益阳、沅江等地，走访学士名流、农民、商人

等，深入了解中国农村的面貌。

5 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1918 年 6 月，

毛 泽 东 从 一 师 范 毕 业 ，随 后 辗 转 北 京 。

1920 年夏，他再次回到长沙，担任第一师

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革新教育。在

学校任职的这两年，他与杨开慧结婚，并

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

出席中共一大。直到 1922 年冬，毛泽东辞

去第一师范教职，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

涯。

看今朝：小学教师培养的摇篮

百年沧海桑田，如今的第一师范依旧

有着朗朗的读书声。

在丽泽苑 102 班，50 多位同学正在聚

精会神地听着语文课，墙角的另一处教室

外，十几个女同学正在练习舞蹈，压腿、弯

腰、抬手……时光交错中，仿佛百年前的第

一师范就在眼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忆母校时曾称

赞“一师是个好学校”，亲笔题写了“第一师

范”校名，并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

民的学生”作为校训。

学校传承着培养小学教师的理念，目前

学校师范生占比 79.8%，其中公费师范生

11629人，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小学教师教育

和公费定向乡村小学教师培养高校。

该校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全方位将红色

教育持续深入浸入到学生心中，也激发了学

生奋发图强、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第一师

范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赵小群给记者

提供了一组数据：2006 至 2020 年学校共招

收公费师范生 25388人，2011—2019年毕业

11598 名公费师范生，其中 10940 人目前仍

任 教 于 全 省 122 个 县 市 区 ，平 均 从 教 率

94.33%；乡村从教 9890人，占比 90.4%，有效

缓解了湖南乡村教师师资紧缺的局面。

百年文脉相传，弦歌不辍。湖南第一师

范正是用传承和坚守，让这里青春依旧、充

满朝气。记者离开时已接近中午，一缕阳光

恰好穿过云层照在第一师范正门处，宛若升

腾的希望。也许，再过百年，这里依旧初心

如炬，光芒四射。

【记者手记】

百年一师正“当红”
张福芳

第一师范的“当红”，记者在蹲点采访时

真切地感受到了。

“红”在传承。该校建校 118年来，始终

以培养优秀小学教师为天职，目前，培养的

近10万名小学教师遍布三湘四水；始终坚持

免费师范生的培养，10多年来，培养免费师

范生25000多名，且90%以上在乡村任教。

“红”在课堂。该校将红色文化有机融

入五门思政课程，形成了青年毛泽东与青年

学生、一师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共产党人的

初心等系列专题讲座；运用说、唱、跳等喜闻

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现红色教育主题内容，

使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红”在人气。这些年，每年到第一师范

参观学习、接受红色教育者达 80万人次，其

中中小学生和党员干部占到 70%以上。他

们的思想在这里接受洗礼和升华，最终汇聚

成求学追梦、干事创业的澎湃动能。

而这些，也许就是这所学校，传承百年，

依旧生生不息的缘由吧。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1月20日讯（记者 陈淦

璋）省政府新闻办今天通报全省金融业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称，2020年我省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2126.44

亿元，同比增长 8.3%，占 GDP比重 5.1%，比“十二五”

末提高1.1个百分点。

截至去年末，我省各项存款余额 5.79万亿元，贷

款余额 4.94万亿元，相比“十二五”末分别增长 59.9%

和 104%。原保费收入 1513.06亿元，同比增长 8.4%，

增速居全国第 9位。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刘胜军介绍，“十三五”期间，全省共从金融

市场实现融资约4.2万亿元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省去年及时出台“金

融八条”“金融十二条”等配套政策，从加大信贷投放、

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去年，银行机构共为全省生活物资类

企业提供贷款811.43亿元，为医疗物资类企业提供贷

款481.11亿元，为餐饮业、酒店住宿业、文化旅游业、交

通运输业提供贷款3430.58亿元。共向重点名单内企

业发放优惠利率再贷款109.31亿元，为915.64亿元中

小企业贷款办理展期续贷。据初步统计，去年全省金

融机构通过减免利率、信用贷款免收担保费、延期免息

等方式，累计向实体经济让利在150亿元以上。

为支持湖南自贸区建设，一批涉及投资贸易和结

算服务便利化的金融改革项目相继启动。去年11月

底，长沙市正式获批成为全国第二批数字人民币试点

城市。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1月 20 日讯（记者

陈淦璋）省政府新闻办今天通报全省金融业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称，截至去年末，我省共有 A 股

上市企业 117 家，其中去年新增 13 家，新增数居全

国第 8 位、中部第 2 位，实现首发上市融资 119.01

亿元，创历史新高。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胜军

介绍，去年我省除了新增13家上市企业外，还有4家企

业过会待发，20家企业在审（含新三板精选层3家），28

家企业辅导备案，是近年来上市形势最好的一年。

全省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由去年初9866亿元增长

到去年底的1.75万亿元，增长77.7%，增幅居全国第二位，

爱尔眼科、蓝思科技、芒果超媒3家企业市值超千亿元。

我省还全力推进企业上市“破零倍增”计划，

精心培育上市后备资源。目前，沪、深证券交易所

均已在我省设立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开展企业上

市服务点对点对接。资本市场县域工程深度推

进，省股权交易所服务重心不断下沉，配套扶持政

策日趋完善，各类企业规范改制和上市意愿明显

增强。全省除现有新三板挂牌企业 165 家外，去年

省股交所新增挂牌企业 262 家，科技创新专板挂牌

企业 34 家，股改挂牌企业家数居全国前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1

月 20 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

天，省政府新闻办通报全省金

融业发展情况称，长沙银行、华

融湘江银行、三湘银行和农村

商业银行系统等地方中小法人

机构加快发展，至去年三季度

末，这些地方法人银行的资产

规模突破 2.5 万亿元，存、贷款

余额分别占全省比重达 34.7%

和 26%，呈逐年上升态势。

全省“一县两行”计划（每

县改制组建一家农商行、设立

一家村镇银行）进展顺利，农村

信 用 社 改 制 为 农 商 行 全 面 完

成，村镇银行发展到 64 家，其分

支机构覆盖 77 个县（市），覆盖

率达 88.5%。

财信金控作为我省唯一金

融控股平台，资本实力增强，经

营业绩大幅提升，全年实现收

入总额 99.3 亿元、净利润 20.51

亿元，分别增长 32%、78%。

全省已基本形成以银行、

证券、保险为主体，期货、信托、

消费金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等行业齐头并进，地方资产管

理公司、融资担保、小额贷款、

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地

方金融业态为补充的多层次金

融服务体系。到去年底，共有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2 家，融资担

保公司 124 家（含再担保公司 1

家），小额贷款公司 212 家，典当

企业 172 家。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1月20日讯(记者 刘奕

楠 周月桂)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商务工作会议获

悉，2020年，湖南引进内、外资总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

外商直接投资增幅居全国前列、中部第一。

2020 年，我省着力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出

台湖南招商“黄金十条”(《湖南省进一步加强招商

引资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政策引导效应明显，

BP 石油、蓝思科技、盈德气体等企业纷纷增资扩

股，外企增资占外商直接投资一半以上。

合同签约引进 165 家“三类 500 强”企业投资项

目 321 个，投资总额 4321.3 亿元，三项指标均创历年

新高。实施重大签约项目到位资金倍增行动，平均

资金到位率达 33.5%，远超预期目标。

去年省商务厅与建行湖南省分行共同建设湖

南招商云平台并上线运营。深圳、昆山两个服务中

心共引进转移企业 175 家，投资总额超 200 亿元。成

功举办“沪洽周”，主体活动湖南投资环境及重点产

业推介会首次全球直播，签约重大项目 319 个，投资

总额 2979 亿元，引资 2673 亿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1月20日讯（记者 刘奕

楠 周月桂）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商务工作会议获

悉，2020年，湖南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258.1

亿元略有下降，降幅小于全国1.3个百分点，自9月以来

连续4个月实现正增长，呈现企稳回暖的态势。

面对疫情冲击，湖南省采取多种手段稳市场、

活流通、促消费。2020 年新增限上企业超 1000 家，

总量突破 1.2 万家。“茶颜悦色”“文和友”等成为闻

名全国餐饮名片，中百罗森等国际知名便利店落户

湖南。成功举办“火红七月、湘府有礼”“双品网购

节”“走向欧洲进出口名品交流月”“2020 中国国际

食品餐饮博览会”等促消费活动。

网上零售逆势增长。2020年，全省电子商务交易

额 1.54万亿元、增长 17.4%，网络零售额 3043.5亿元、

增长 17.1%。全省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 246.6亿元、增

长 30.5%。51 个贫困县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 110.9 亿

元、增长32.6%，带动超120万贫困人口增收。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1月 20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袁东伟）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交通

运输工作会议发布，“十四五”期间湖南将围绕建设

交通强国，推动全省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迈上新台

阶。“十四五”期间，计划全省公路水路交通投资约

5000 亿元，其中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808 亿元。常祁、

安慈、龙琅等 3 条高速今年将全线建成通车。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平介绍，去年湖南

超额完成交通运输投资任务，为全省做好“六稳”“六

保”注入了强劲动力。“十三五”期间，湖南累计完成交

通投资 3492亿元，全省公路总里程达 24.1万公里。建

成高速公路 1298公里、通车总里程近 7000公里；新改

建干线公路 4728 公里、农村公路 10.5 万公里；新增

1000吨级及以上航道 509公里、泊位 31个；100%的乡

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面通客车。

按计划，“十四五”期间，湖南将全线扩容改造京港

澳高速、沪昆高速湖南段，全面建成湘江、沅水高等级

航道，构建公路水路高容量“双十字”大通道。全面建成

以“七纵七横”高速公路网为支撑的快速交通网，打通

全部 31个省际出口；建设约 2万公里旅游路、资源路、

产业路，实现主要景区、园区、经济节点双车道全覆盖。

今年，湖南将开展“高速公路高质量建设年”活

动。常祁、安慈、龙琅等 3 条高速计划年底全线通车，

共新建成通车里程 128 公里。今年还将开工建设益

常扩容、新化至新宁等 3 条高速公路 358 公里，力争

开工京港澳耒宜段扩容、沪昆金鱼石至醴陵段扩容

等 3 个项目 176 公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1月20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段向阳 杨婷婷）“十三五”期间，湖南

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累计制定国家标准710项，发布地

方标准1095项，完成团体标准发布232项，企业自我声

明公开各类标准50008项，大力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

全省标准制修订工作 2020 年迈上新台阶。全年

新立项地方标准 373 项，批准、发布地方标准 294

项，成立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等 9 个标准创新中心。

娄底、湘潭入选全国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专项行

动第三批试点城市。新增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标准化试点 5 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

2 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4 个，省级服务

业（含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 33 个，农业

农村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38 个，新兴优势产业

工业标准化试点 24 个。

湖南 2020 年发布的《“一件事一次办”服务规

范》等地方标准，对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深化“放

管服”改革，为系统破解“进”多扇门、“排”多回队、

“上”多张网、“报”多次材料提供全新“路径”；发布

的《餐饮产品无接触配送服务规范》地方标准，为全

省打赢新冠疫情阻击战贡献了标准化工作力量。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介绍，“十三五”期间，湖南

参与或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49 项。其中，由湖南烟花

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牵头起草 10 项国

际标准获得国际出版。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获得

“轨道交通辅助供电系统铅酸蓄电池”等 9 项国际标

准的主导起草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1月 20日讯

（记者 周月桂）湖南省商务厅与湖南日报

社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新湖南“湘商务”

频道上线仪式今天在新湖南大厦举行。省

商务厅与湖南日报社携手共建“湘商务”

频道，打造湖南商务“主流发声”的重要窗

口，为推动全省商务与开放型经济发展营

造更好的舆论氛围，凝聚更多力量。

“十三五”以来，湖南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深入推进开放强省五大行

动，开放势头更加强劲，开放平台更加完善，

消费市场更加繁荣，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实现

了追赶式跨越发展。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等各类风险挑战，全省商务系统攻坚克

难、积极作为，稳住了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

了消费企稳回暖，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

展稳中向好、好于预期。

新湖南作为湖南日报社的新媒体客

户端，已成为宣传省委省政府政策的主平

台，发布湖南信息的主窗口，推介湖南形

象的主渠道，引导湖南舆论的主阵地。目

前，全省重大新闻有 90%以上为新湖南首

发，其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综合排名位

列省内第一、全国党报新媒体第一方阵。

当天，新湖南客户端“湘商务”频道正

式上线。该频道整合湖南日报社的报、网、

端、微、屏等媒体资源，讲好湖南商务故

事，展现湖南商务新形象。根据当天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宣传推广、品

牌营销、活动策划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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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融业去年实现增加值超2100亿元
占GDP比重 5.1%

湖南去年新增A股上市企业13家
总数增至117家，总市值增至1.75万亿元

湖南去年引进内外资总额突破1万亿元
全年引进“三类500强”企业投资项目321个

湖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连续4个月实现正增长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一代伟人从这里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

新湖南“湘商务”频道上线
省商务厅与湖南日报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十四五”湖南公路水路投资约5000亿元
常祁、安慈、龙琅3条高速今年将全线通车

以“标准化”助力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湖南制定国家标准710项

清洁水域
保护生态

1 月 20 日，衡

东县甘溪水轮泵水

电站，工作人员驾

驶水上垃圾打捞船

清理水葫芦。近年，

该县对辖区水域的

水葫芦等漂浮植物

进行定期清理，确

保水域清洁与河道

畅通，保护水生态

环境。

曹正平 颜伶俐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1月 20日讯

（通讯员 周俊 记者 周月桂）春节居家，

网上购物，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正式启

动。省商务厅 19 日印发了《“2021 年全国

网上年货节”活动湖南省实施方案》，指导

各市州于 1 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以“防疫

情、保供应、促消费”为目标，开展形式多

样 、促 销 有 力 的“ 居 家 嗨 购 网 上 过 年 —

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活动，搞活节日消

费市场，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活动期间，鼓励生产企业、实体商家、

卖场超市、餐饮酒店等传统企业，采用线

上平台进行数字化营销。组织有机食品、

地理标志认证产品、老字号等地方高品质

特产，打造线上“家乡特色年货”“舌尖上

的年味”“品牌年货”等特色大礼包。鼓励

有条件的市州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等方

式，激发消费潜力。鼓励举办富有地方特

色的线上配套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目前，常德市率先启动了“网上年货节”

活动。活动共设有四个展区，集中展示了

300多家企业 1200多个优质农产品。其中，

电商展示区设有“直播盒子”1个，标准线下

展位 13个；常德品牌生活馆设直播间 8个，

产品展示台 1个，通过线上直播开展丰富多

彩的促销活动，销售电商爆款产品和“常德

印象”特色礼盒产品。活动首日，线上直播

流量突破150万人次，订单超过6万个。

春节居家，网上购物

湖南迎春“网上年货节”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