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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罗徽

2 月 22 日，记者追寻先烈的足迹，来到

湘赣边界的汝城县，探访发生在这片红色

土地上的长征故事。

“1934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3 日，红军

长征途经汝城，用 16 天时间突破了国民党

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期间，留下了一个又

一个动人故事，若要细细讲起来，三天三夜

也讲不完。”县党史办负责人说，“一张借

据”的故事反映了红军和当地老百姓的鱼

水深情。

从县城驱车向西 30 公里，记者来到汝

城县延寿瑶族乡官亨村。

“灶台一旁的小洞，就是藏借据的地

方……”在村民胡四德旧居里，胡四德的堂

玄孙胡爱兵，向记者深情讲述起那段艰苦而

感人的历史。随着胡爱兵的讲述，记者的思

绪也被带回到 87 年前那段令人难忘的岁

月。

1934 年 11 月 6 日，红军长征先遣队到

达官亨村。当时，不明真相的当地瑶民因为

害怕，纷纷赶着家畜、扛着稻谷躲进了山里。

为了消除群众疑虑，红军在村宗祠、学

校旁自扎草棚，并严令战士不得在农户家

借宿，更不得私拿农户的一钱一物。

几天后，东躲西藏的瑶民发现，红军根

本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于是放心地

回到瑶寨，并想方设法帮助这支仁义之师。

“由于几天没有吃东西，一些红军战士

饿倒在地。村里德高望重的胡四德见状，当

晚就招来族人商讨如何帮助红军筹粮。”胡

爱兵对长辈们讲过的故事记忆犹新。

在胡四德的带领下，各家各户自发带

着粮食家禽纷纷赶来，全村一下子筹集了

105 担稻谷、3 头生猪、12 只鸡，交到红军司

务长叶祖令的手中。“这在当时，相当于全

村半年的口粮啊！”

正当红军在延寿休整之际，敌人追了

上来，形成三面夹击之势。红军一边阻击敌

人，一边组织群众撤回山里。

“当时连续多天下雨，山道坑坑洼洼，

行军非常迟缓。看在眼里，村民们纷纷站出

来，主动给红军带路，做担架抬伤兵、治疗

伤员，为红军生火取暖、做饭。”胡爱兵自豪

地说道。

在瑶民帮助下，红军历经 3 天 3 夜血

战，顺利通过延寿瑶族乡。

胡爱兵带着记者走进官亨村的胡氏宗

祠，这座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祠堂，经历了

历史的沧桑，也见证了民拥军的感人故事。

红军准备向西转移时，叶祖令在村宗

祠旁找到胡四德，恭敬地行了个军礼：“现

在红军筹款非常困难，一时拿不出钱还清

您的损失，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实在欠

您太多了！”

说完，叶祖令解开上衣军扣，从左胸褡

布里拿出土纸，对照所收粮食、生猪、鸡蛋

的数量，写下借据，并盖上印章。“等革命胜

利了，请您拿着它，去找政府兑换!”他说。

11 月 14 日，吃了败仗的国民党军队把

村子围住，对村民们进行审问。此时，胡四德

悄悄将借据藏了起来，不向外人透露半点风

声，甚至连自己儿子、孙子都没有告知……

时间的指针来到 1996 年春，时隔 62 年

后，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准备砌新灶，铲开

老灶台的墙面时发现了一个洞，洞里藏着

被层层土纸包裹着的铁盒。

胡运海打开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装

着的正是那张长 28.5 厘米、宽 26.5 厘米，用

毛笔书写的红军借据。

“胡运海挖到他爷爷的宝贝了！”消息

不胫而走，引来了香港收藏商高价购买，但

胡运海谢绝了。他将此事层层上报，想要找

到当时写借据的叶祖令。然而，令人悲伤的

是，时年 28 岁的叶祖令已在贵州石阡县作

战时英勇牺牲。

1997 年 5 月 17 日，当地政府按照现价

折款，归还 1.5 万元，兑现了叶祖令的承诺。

随后，胡运海将其中 1 万余元捐献给村里

的学校。

如今，这张借据的复印件，存放在汝城

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

题陈列馆。每当人们到来，讲解员都会详细

讲述借据背后这段感人的历史，传递延寿

瑶民与红军的珍贵情谊。

【记者手记】

借出的是真情
兑现的是承诺

罗徽

“等革命胜利了，请您拿着它，去找政

府兑换!”

一张借据，历经 62 年漫长岁月，依然

让我们感受到那段艰难岁月，红军与百姓

间的鱼水深情——

红军军纪严明，不犯百姓。百姓深情

大义，慷慨解囊。借出的是真情，许下的是

诺言。

虽然时过境迁，写借条的红军司务长

叶祖令已经英勇牺牲。但是一张借据，就是

一句诺言。一诺千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虽然还款的日子“迟到”了几十年，但守

诺如初，践诺不辍。

一借一兑，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和红

军与群众心贴心的深情。

也正因为共产党和红军“一诺千金”，

不负百姓，百姓才会始终以诚待之。穿越 80

多年风雨，党群同心、干群融洽、军民团结

的真情才会始终如新、坚如磐石。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在党的脱贫攻坚

政策的指引下，党群同心，2018 年底，汝城

实现整县脱贫，80 个贫困村已全部出列，老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

哎咳依呀……”2 月 20 日，华容县三封寺镇

莲花堰村星火油茶基地，完成油茶苗补植

的村民们唱起欢快的歌。今年，村上和驻村

帮扶工作队为莲花堰村及周边村种植油茶

的贫困户发放 3 万余株油茶苗用于今春补

植。

“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荒

岗。”见证了莲花堰村美丽蝶变的贫困户刘

密芝，也见证了自己脱贫的蝶变，“我就这

么看着荒山一点点铺满油茶树，荒山变成

青山，青山结出金果果。”

利其器

连绵丘陵，巍巍七女峰。山多地少的莲

花堰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7 亩，被列为

省级贫困村。由于水利条件落后，沟渠水道

年久失修，无法满足灌溉需要，种地缺水一

直是村民心中的痛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要让

村里水通、路通、电通。”2014 年，联点帮扶

该村的华容县委书记刘铁健召开现场办公

会，号召帮扶后盾单位从改善基础设施做

起，集中攻坚。

因线路老化、电压不稳，以前村民用电

饭煲，连饭都煮不熟。2015 年，后盾帮扶单

位国网华容县供电公司着手落实农电网改

全覆盖，从此村民煮饭不用愁。“星火老村

以前只有 3 台变压器，合村后已有 30 余台，

村民用电再也不成问题。”村民刘祝平打开

空调吹热风，享受着冬日的暖意。

莲花堰村有口张吉湾山塘，当地农民

种地灌溉全靠它。从山塘下到农田的渠道

长约 1800 米，由于年久失修，渠道护坡多

处被冲毁，渠底也破败不堪。水流不进田，

周边 300 余亩田荒了近一半。

2017 年，华容县水利局驻村帮扶工作

队筹款 30 余万元，疏浚渠道，增加蓄水面

积 。山 塘 升 级 改 造 后 ，300 余 亩 水 田 有 水

“喝”了。

驻村以来，县水利局累计投入并整合

资金近 2000 万元，支持莲花堰村升级山塘

30 口，硬化沟渠 2 万多米，全村耕地实现旱

涝保收。同时，铺设自来水管道 3 万多米，

960 户村民全部用上自来水。

2018 年，从 G350 到宝慈观一条 4 公里

长的柏油公路拉通，5 米宽的双向车道一

路延伸，道路两旁一米宽的绿化带上种着

两排油茶树。近年来，全村硬化公路 22 公

里，贫困户家门口全部拉通水泥路，300 盏

路灯点亮了村组主干道。

“以前村级主要公路都是泥巴路，车进

不了，稻谷也运不出去。”贫困户江波在平

坦宽阔的村道上踩着三轮车运油茶籽，不

由感叹道，“如今道路两旁有花有果，四季

常青。这条路不仅是致富路，还是风景路

呢！”

授以渔

要攻克贫困堡垒，实现稳定脱贫不返

贫，该以什么产业“造血”？这让莲花堰村党

总支书记李隆庆夙夜萦怀。

“你说村里山多，至少有 12000 亩宜林

地，不如栽油茶树吧。”2014 年，好友的一句

话让李隆庆如醍醐灌顶。

上网、翻书、打听，多方调研后，李隆庆

发现油茶市场缺口大，效益好，与村情十分

符 合 ：“ 这 不 失 为 一 个 好 法 子 ，那 就 试 试

看！”李隆庆带着村委会原主任李庆华东奔

西走，凤凰、平江、攸县等地的油茶基地产

业园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油茶林进入盛果期后，按现在的茶油

价格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 7500 元。种树

一次投入，百余年都有收益。”李隆庆把账

细细算给村民听。

很快，星火油茶专业合作社成立。2015

年，60 亩油茶苗率先种上山。

李隆庆带头种了 0.3 亩。2017 年，榨了

10 公斤茶油，卖了 1000 元。“其他农户也收

了果，有的农户一亩赚了 1 万多元，这个数

字很激励人。”李隆庆兴致高昂。

黄土地真能产出金疙瘩？工作队和村

支两委结合村情开展调研，发现油茶树易

活好养，只要加强技术指导，扩大种植规

模，提高产量，5 年就能丰产。

该村投入 15 万元购入 8 万株油茶苗，

分给全村老百姓，派挖机上山垦荒，请来专

业技术员入村指导。对于身体差、劳动力短

缺的村民，工作队员一有空就上山下地，撸

起袖子、抡起锄头，帮着开荒刨地、种树管

护。“销不出去的不管是油茶果还是茶油，

都交给我们。”有了合作社的承诺，村民没

有后顾之忧，甩开胳膊加油干。

通过国家惠农政策项目支持、村民集

资等方式，全村投入 30 多万元，免费发放

油茶树苗，发动全村村民在房前屋后、荒山

隙地种植油茶树。如今，5000 余亩油茶正带

着全村的致富新希望茁壮生长。

2017 年底，莲花堰村整村脱贫摘帽。

2019 年，全村贫困户人均增收 7000 多元，

人均收入是 2014 年的 3 倍。

聚其心

“前几年因为生病，向亲戚朋友借钱借

了个遍，还把口粮卖掉换钱，又向左邻右舍

借口粮，等到下一季新谷收获后再还。”谈

起前些年的日子，66 岁的刘密芝泪湿了双

眼。

2014 年，刘密芝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驻村帮扶工作队和镇农技部门

的带领下，他将家中 10 余亩水田全部发展

稻虾种养。不仅水稻收成不变，每亩田还能

多收获上百公斤小龙虾，收入比过去翻了

一番。

村里成立油茶专业合作社后，刘密芝

又成为首批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之一，陆续

种下 4 亩油茶，农闲时到合作社基地务工。

年复一年，刘密芝的脱贫路伴随着油茶苗

一起开花结果，逐渐摆脱穷困，过上了好日

子。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他一家人又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扶贫政策再好，也要自力更生。要是

头上还戴个贫困户的帽子，谁放心把女儿

嫁到我家来？”刘密芝还清了欠款，2016 年

主动申请脱贫。5 年前种下的油茶树已经

结果，按照合作社的预计，今年每亩油茶收

入近 5000 元。2020 年，为了迎接准儿媳一

家人登门拜访，刘密芝把家里装修一新。

种下油茶苗，带富一方人。通过“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合作社帮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统一管护、收购油茶，聘请 10 名贫

困户到基地务工。

2020 年，合作社被纳入省级扶贫重点

项目，获得 60 万元项目基金，为全镇 240 名

贫困人口每人种植 0.5 亩油茶，免费管养 5

年，收入交给贫困户。

当李隆庆提出要反哺村民时，合作社

成员纷纷点头：“国家为我们出了力，我们

也该为大家出力。”如今，合作社 40%的利

润用于村集体、10%用于贫困户等分红。

“油茶树是我们村主打产业品牌，要让

产业效益最大化，让油茶树成为乡亲们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取款机’和‘幸福树’。”李

隆庆信心满怀，道出了他最大的梦想，“再

过 10 年，要让村民富得流‘油’！”

【采访手记】

村民富了，乡村美了

莲花堰村抓住“产业扶贫”这一关键，

打造“一村一品”；主攻“六个落实”这一重

点，做到精准帮扶；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根

本，办好民生实事，铸造了脱贫攻坚的精彩

样板。

村党总支着眼“内生动力”，利用该村

丘岗资源优势，长远规划大力发展油茶、

短期见效发展小龙虾产业，长短结合、以

短养长，培育脱贫主导产业。全村现种植

油 茶 5000 余 亩 ，其 中 贫 困 户 种 植 300 余

亩；稻 虾 套 养 达 700 余 亩 ，其 中 贫 困 户 80

余亩。

走进莲花堰村，易地扶贫安置房宽敞

明亮，改良徽派建筑风格的集中建房点错

落有致，依山就势的屋场精致娟秀，行走其

间，神清气爽。村民富了，乡村美了，脱贫攻

坚的路正向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延伸开

去。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脱贫村中看样板

“再过 10年，要让村民富得流‘油’”
——村级样本30例之华容县莲花堰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湖湘潮·百年颂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出品

长征路上，红军缺衣少粮，汝城县延寿瑶族乡的瑶民见状纷纷慷慨解囊——

“一张借据”传真情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昂昂

【铭刻】

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三大

纪律六项注意》，第一次以军规的形式突出强调了

革命军队的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

“第一军规”，成为人民军队的治军法宝，被谱写成

歌曲传唱至今。

【追寻】

“沙田来了一支兵，说话和气讲公平，世上哪

种军队好，要数工农革命军……”2 月 19 日，随着

第一军规广场讲解员刘燕的轻声哼唱，这首从红

军时期流传下来的民谣，又在郴州桂东县沙田镇

第一军规广场响起，字里行间饱含着桂东人民对

红军的深厚感情。

沙田地处罗霄山脉南段，从明朝起便是湘南、

赣南和粤北的商贾辐辏之地，为湘赣边界的重要

集镇之一。93年前，一个晴朗的春天，年轻的毛泽东

在这里的一块旱田上，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93 年光阴荏苒。桂东人民在旱田旧址上修建

了宏伟的“第一军规广场”，一座高大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纪念碑的四周

各有一块大型浮雕，真实再现了毛泽东颁布《三大

纪律六项注意》的历史场景。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万

寿宫和沙田村戏台环绕在纪念碑周围，仿佛还在

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时光回溯到 1928 年 3 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井冈山来到沙

田，准备接应湘南起义部队。可当队伍到达时，却看见偌大的圩场冷

冷清清，家家户户店门紧闭，户户门前落锁。

原来，一年前，井冈山王佐部队到过沙田，这支部队不仅洗澡不

避人，还取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铺床，第二天却不上门板、不捆铺

草，走了还要拉几个民夫帮着扛行李。再加上反动派大肆污蔑工农

革命军“见屋就烧、见人就杀、见物就抢”，深受兵匪之害的百姓听信

谣言，都躲进了深山野林。

来到沙田的第 3 天夜晚，春寒料峭，窗外星辰闪烁，万寿宫后厅

的一间小厢房内的油灯彻夜通明。毛泽东想到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起

义的兴衰成败，想到秋收起义以来建军的经验教训，想到工农革命

军中经常发生禁而不止的不良行为，夜不能寐。时已午夜，他挑亮油

灯，将前几个月曾经讲过的，但未系统成文的军纪逐条修改，反复斟

酌，写下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28 年 4 月 3 日上午，天气晴朗。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高举着红

旗，整齐威武地集合在沙田墟老虎冲三十八担丘旱田里，农民赤卫

队队员和少先队员手持梭镖、身背大刀、鸟铳，站在工农革命军队伍

的两旁，旱田周围的小路和斜坡上挤满了工农大众。

毛泽东身着灰布军装，健步登上田边临时搭起的土台。他首先

向部队讲述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的道

理。对部队存在的一些违纪现象进行了批评教育。然后，他扳着指

头，逐条逐项地向部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

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

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刘燕介绍，如今摆放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旧址纪念馆内

的一口水缸（复制品），就是人民军队秋毫无犯、守纪如铁的见证。当

年，工农革命军将要离开沙田时，派人到部队住过的地方进行纪律

检查。有老人反映，部队借用他家的一口缸漏水了。检查组一看，这

口缸有一条裂缝，只在装满水以后才漏水，部队借水缸时没察觉到

是否漏水。虽如此，工农革命军还是按照《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

定，赔了一口新水缸，并向户主表示了歉意。

不久，沙田就流传开了这样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

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

分……当红军离开时，仅沙田镇就有一百多名青年农民跟随毛泽东

上了井冈山。

1928 年 4 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后的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惊奇地发

现，这支军队与只知欺压百姓的旧军队有着天壤之别。

后来根据革命发展，《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修改完善成为《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人民军队沿用至今的

统一纪律。

【感言】

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集

中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凭借《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铸就的不朽军魂，人民军队才能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

锻造铁的队伍，从革命战争年代一路发展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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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 27日，华容县三封寺镇莲花堰村，村民在龙虾养殖后的水田播种一

季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摄

2月 19日，桂东县沙田镇第一军规广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

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童迪 摄

上图：在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官亨村发

现的红军借据。

下图：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示

意图。 均为徐宝来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