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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 5日讯（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姚俐伶 唐琼）“和你和我向着更高

的方向，通天大道我们都闪亮；和你和我向着最美

的方向，人间正道我们都坚强……”5 月 4 日，张家

界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暨党史学习教育青春

歌曲《向着》首发。

《向着》由汉族青年音乐人廖洪立作曲，土家

族青年作家鲁絮作词，创作历时 1 年，修改 10 余

次。歌曲采用流行风格，时长 3 分多钟，分为独唱、

合唱、歌舞多个版本，以“广大青年紧跟党的步伐，

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为切入点，展示张家界市永

定区青年团结奋进之精气神、爱党爱国之真善美。

近年来，永定区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组织广大青年志愿者开展“启梦支

教”“情暖童心”“三下乡”等系列活动。去年疫情期

间，2.3 万余名“永定青年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张家界市副市长、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表示：“当

前正值‘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省委‘三高四新’战略首

战之年，永定区青年将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扛起时代

‘千钧担’，燃烧青春‘卡路里’、跑出发展‘加速度’。”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 5日讯（记者 周

小雷）认真学党史，用心办实事。长沙县近日在广

泛 征 求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明 确 将 重 点 推 进 乡 村 振

兴、学有优教、病有良医、住有宜居、弱有强扶、文

旅悦民、稳岗引才、优化营商环境、志愿服务、治

理提质十大民生工程，以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落地见效。

在乡村振兴方面，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打造

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积极推动乡村法治文化阵地

建设；教育方面，新建、扩建学校，实现公办中小学

校空调配备全覆盖，实施名师、卓越教师引进培养

工程，壮大高层次教师人才队伍；提升医疗健康服

务能力，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加强“名医工作室”培

育；坚持“房住不炒”，做优市场调控，满足群众多

元化购房需求；持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升救助效率；推进

全县公共文化场所免费开放，深入开展送戏下乡、

群众性体育赛事等文体惠民活动；坚持人智驱动，

突出以才兴产、以产聚才，重点引进一批海外高层

次人才和创业队伍；实施稳岗援企持续开展营商

环境“双对标”优化整改提升行动，打造一批特色

鲜明的文明实践服务项目；建设以党员为中心的

志愿服务团队、工作室，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等。

李卫锋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

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前

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要求共青团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今年是建党 100

周 年 ，作 为 共 青 团 干 部 ，应 当 牢 牢 抓 住

“学党史”这个基本点，把牢“强信念”这

个关键点，聚焦“跟党走”这个落脚点，努

力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

青年，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从百年党史中领悟真理力量，培养

青年爱国之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

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

怎 么 来 的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 是 怎 么 来

的。”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一代代共

产党人舍生忘死、孜孜以求、英勇无畏，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实 现 了 从 站 起 来 到 富 起

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赢来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和实践

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民族才能得以

复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拥有

幸福美好的生活；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青年才能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

命运，与人民齐奋斗，才能拥有壮丽的青

春，才能实现人生的美好理想。要引导青

年从百年党史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做

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自觉地把个人利

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相统一,个人命

运与祖国命运、民族前途相联结，树立永

远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从百年党史中坚定理想信念，激发

青年强国之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回眸党的领导人的光辉历史，他

们多是青年时期就志存高远。青年时期，

毛泽东写下“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

不青山”的豪情壮志，周恩来立下“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鸿鹄之志，邓小平远

赴重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国为

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显著人格特征，也是那个时代

无数进步青年的主流色彩。理想指引人

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要引导青年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深刻

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切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从百年党史中明确责任担当，激发

青年报国之行。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青

年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扎根戈壁，奉献

青春，铸就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新

时期，广大青年干部、志愿者、支教团等

奔赴西部，扎根基层，投身脱贫攻坚主战

场，创造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去年以

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广大青年

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

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

合格答卷，为铸就伟大的抗疫精神贡献

出青春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

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 90 后党员的回信中

指出：“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要引导青年发扬红色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将爱

国之情、强国之志融入报国之行的伟大

实践，以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之国家，奋

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作者系共青团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湖南省青联秘书长）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林

你相信吗？一个只有 130 名工人的电

子加工厂，却有 70 名残疾人，其中不少人

以前曾因残致贫。

这家“爱心工厂”就是桂阳县工业园

慧慧电子厂，创办人名叫唐慧。5 月 5 日，

记者在“爱心工厂”见到唐慧时，她正手

把手教新进残疾员工焊锡元件。

“唐姐就像亲人，她为我们撑起一片

蓝天。”残疾员工黄水平说，他和同事早已

把厂当家，这些年，他们通过努力摆脱了

贫困，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值得骄傲的。

残疾人也能做得和正常人
一样好

出生于桂阳县正和镇一个小山村的

唐慧，家里十分困难。小时候，唐慧有一

次发高烧，医治不及时，致使左手神经萎

缩落下残疾。

1993 年，19 岁的唐慧满怀憧憬到东

莞打工，但接连被泼“冷水”。

“难道残疾人就不能找份好工作？”

唐慧发誓，“一定要学好技术，闯出一片

天地。”

经过几番周折，唐慧进入高敏电子

厂工作，焊锡电路板。起初，唐慧干活不

灵便，为不落后于人，她加班加点工作。

唐 慧 严 谨 细 致 、虚 心 好 学 。几 个 月

后，她加工的电子元件合格率 100%。后

来，她担任质检员，工资涨了一大截。

2011 年 7 月，唐慧返乡创业，偶然得

知郴州高斯贝尔电子集团急需外包加工

零配件。

唐慧立马前往考察，双方达成合作

协议，慧慧电子厂呱呱落地。基于自身经

历，唐慧招收工人时萌生了一个想法：多

招贫困残疾人，他们生活不容易。

“招收残疾工人，行吗？”唐慧的家人

担忧。

唐慧坚定地说，只要安排合理，扬长

避短，残疾人也能做得和正常人一样好！

唐慧来到县残联、县人社局，说了自

己的想法，得到大力支持。一场特殊的招

聘会如期举行，一位又一位拄着拐杖、坐

着轮椅的工人进入了慧慧电子厂工作。

他们通过努力摆脱了贫困

在唐慧招录的第一批 40 名员工中，

有贫困残疾人 18 人。他们有的智力障碍，

学东西很慢；有的肢体残疾，行动不便；

有的失聪，沟通困难……

唐慧与他们同吃、同劳动，用爱心感

染每一位员工，鼓励他们努力克服困难。

肖卫兵被水泥板砸断脊椎，导致下

半身瘫痪，为治伤欠下不少债，一度失去

信心。他心情忐忑地进入“爱心工厂”工

作，唐慧鼓励他：“你有勤劳的双手，练好

焊锡技术，一样能养活自己。”

肖卫兵的技术日益娴熟，焊接的元

件品质好，工作效率高，被评为厂优秀员

工，信心倍增。

肖卫兵的妻子刘满香也进入“爱心

工厂”工作，现在夫妻俩每月工资 6000 多

元，还清了债务，实现稳定就业，摆脱了

贫困。

肖卫兵还在县城买了房，女儿也进

城上了学，全家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刘洋，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唐

慧手把手教他做一些简易活，每月工资

也有 3000 元。

刘洋和奶奶的关系特别好，每周五

下午都要去乡下看望老人，唐慧按时接

送他，风雨无阻。

刘洋的姐姐生病了，他把工资拿出

来给姐姐治病。刘洋说：“唐姐教导我，别

人有困难要伸手拉一把，更何况她是我

亲姐。”

“爱心工厂”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

经唐慧搭桥牵线，聋哑员工文华雄、邓建

红喜结连理；左腿高位截肢员工黄水平

重燃生活希望；双下肢残疾、胆小内敛的

郭海兰变得活泼开朗……

工人工作积极性高涨，“爱心工厂”

年产值去年突破 1100 余万元。为带动更

多人就业，唐慧创办了慧慧服装厂。

唐慧热心慈善事业，这些年助残捐款累

计达 200余万元。2019年 10月，唐慧荣登湖

南好人榜，被评为“诚实守信”好人。

张家界党史学习教育青春歌曲《向着》首发

长沙县十大民生工程助推为群众办实事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青年力量

让历史昭示未来
——党史学习教育理论笔谈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同心奔小康

她为残疾人撑起一片天
——唐慧“爱心工厂”印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沙兆华

【铭刻】

1989 年 8 月 29 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建成通航。

作为湖南第一个大型民用一级机场，它的建成通航，

使作为内陆城市的长沙临空经济开始腾飞，对扩大

我省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追寻】

久雨放晴的长沙天空格外湛蓝。“五一”小长假

里，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繁忙而有序。

“请乘坐 MF8620 次航班前往泉州去的旅客请

注意，听到广播后请马上由 38 号登机口上飞机。”

5 月 3 日下午 4 时多，航站区管理楼广播室里，广播

员张蜜发出该航班最后一次登机播报，轻松甜美的

声音伴随着每位启程的旅客。

“32年前，航班播报每天只有几个班次，现在每天要

口播200多条，必要时还需用英语播报。”在张蜜的述说

中，长沙黄花国际机场32年的发展脉络可见一斑。

时光倒回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随着湖南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只能起降民用

中小型运输机、不能起降大型运输飞机的大托铺军

民两用机场已不能满足民航运输的需求。在中国民

航局的支持下，湖南选址长沙近郊的黄花镇，重建一

个民航专用机场——长沙黄花机场。

1984 年 10 月 12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

交了《要求新建长沙黄花机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

“无论从近期需要，还是从长远发展来考虑，都确需

新建黄花机场。”报告也提及选址在长沙县黄花镇的

原因——距市中心约 24 公里，地处小型丘陵区，净

空条件好。报告得到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

黄花机场的建设被纳入了国家“七五”建设重点工

程，于1986年6月破土动工。经过3年的紧张建设，我省第

一座大型民用一级机场拔地而起，矗立在绿色原野中。

1989 年 8 月 29 日，长沙黄花机场正式通航。当天

下午，机场红旗招展，鼓乐齐鸣，1500 多位各界人士

在这里隆重举行典礼，庆祝黄花机场首次通航。时任

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时任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柯德

铭为首航剪彩。下午 5 时，一架由广州飞来的波音

757 大型客机准时降落机场。人群激动，争睹“大飞

机”。晚上 9 时许，这架飞机载着 200 余名乘客，冲天

而起，向广州方向飞去。

第一代航站楼设有 5 个登机口，年吞吐量定在

70 万人次，当时通往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香

港等。通航当年，旅客吞吐量 6 万人次，仅仅一年后，

就激增到 27 万余人次，到 1996 年已达 178 万人次，

第二代候机楼的建设迫在眉睫。

2000 年，第二代航站楼 T1 建成，实现了机场第

一次蝶变。此后，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机场吞吐量

持续增长，倒逼机场扩容提质。

进入新世纪，作为中部地区成长最快的航空港，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建设加速推进。2009 年 4 月，黄

花机场跑道从 2600 米延长到 3200 米，实现了起降空

客 A330、波音 B777 等大型客机，远距离越洋飞行航

线不再受到限制。

2009 年 6 月，第三代新航站楼 T2 破土动工。两

年后，这座 21.2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雄踞黄花机场，将

航站楼面积整整扩大了 8 倍，迎来第二次蝶变。

这些年，从单航站楼、单跑道到双航站、双跑道，

由单一的小飞机到庞大的机型，从以北京、上海、广

州为主到航线网络全球覆盖，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0 年 12 月 3 日上午，伴随着数台机器的轰隆

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改扩建暨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启动。目前，T3 航站楼和第三跑道正在紧锣密鼓建

设中，预计在 2025 年以后建成，黄花国际机场将迎

来第三次蝶变。

【感言】

“让湖南飞向世界，请世界飞到湖南。”在改革开放

中诞生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让不临海、不沿边的湖南，

极大缩短了与世界的距离，成为湖南开放发展的见证

者。在创新开放“双引擎”驱动下，湖南正从内陆大省崛

起为对外开放高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也将在湖南加快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中绽放出“飞”比寻常的异彩。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建成通航：

湖南插上飞向世界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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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白云下，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格外气势恢宏。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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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期间，长沙酒店预订量排在北京、上海、

成都之后，位列全国第 4，“五一”期间酒店均价达到

422 元，热度甚至超过另一座网红打卡城市重庆，也

超过西安和杭州。

据了解，“五一商圈”核心区的坡子街街道辖区

内大小 200 多家酒店、宾馆、民宿，“五一”节前一周

已全部预定满，直到 4 日才有空房出来。辖区内每天

人流量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

长沙交通根据“五一”假期路网数据走势分析，

预估 2021 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

量为 2040 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 12.7%，峰值日出现

在 5 月 1 日，峰值流量约为 470 万辆，为日常流量的

2.4 倍,峰值较去年增长 17.5%。

游客疯狂来，长沙人表示有点看不懂

这个“五一”，长沙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多游客？

是为了和一面墙“合影”，还是为了在一个派出所门

口打个卡，抑或是为了喝一杯茶颜悦色？游客够疯

狂，长沙人表示有点看不懂。

5 月 1 日，第二届湖南米粉打擂台开赛。记者到

达米粉一条街时恰逢中午。刚进街，就看到一段绵延

200 米左右的队伍，且排队的都是年轻面孔，还有志

愿者维持秩序。“在这里排队做什么？前面也没有米

粉的档口啊？”记者内心嘀咕，走近一了解，原来大家

排队是为了和一面三层楼高的纯红砖，刷着巨大“长

沙”二字的墙“合影”。

记者看到，不少游客组团前来，一个人拍、一起

拍、跳着拍、走着拍……发挥各类奇思妙想，志愿者

还不时被充当“摄影师”。

重庆妹子刘莎本是来米粉街嗦粉的，却被这面

墙深深吸引，拉着同伴顶着烈日排了半个小时队，各

种凹造型，直到后面的人催起来才恋恋不舍离开。

“太美了，太有感觉了。”看着照片，刘莎笑得灿烂。

“一面墙，有啥好拍照的？”记者好奇地问道。

“这面墙拍出的照片特有大片的感觉，而且有标

志性的‘长沙’二字，这不证明我们来了长沙嘛，在抖

音和小红书上一发，肯定有不少点击量。”刘莎的理

由简单直白。

而对于这面墙的创意，设计师介绍说，湖南米

粉街隔着八一路与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相望 ，复

古的红砖墙为的是纪念潇湘红色热土上的百年奋

斗史，跃然其上的“长沙”二字，则是寓意现在的美

丽星城是源于无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和奋斗 ，这

面墙融合的是浓墨重彩的红色历史和新时代的烟

火气。

因一部《守护解放西》走红的长沙天心区坡子街

派出所，“五一”期间也变身为网红打卡地，不少外地

游客特意跑来派出所门口打卡。

上传到抖音上的一段在坡子街派出所抱头拍照

的视频，竟得到了“10 万＋”的点赞，热度在同城榜排

到第二位。

“五一商圈”每隔 100 米就有 1 家茶颜悦色，排队

排得也是火爆异常。老板不得不暂时关闭了其他地

方的部分门店，腾出人手前来支援热门店。

记者在小红书上搜“长沙”二字，竟出来 113 万

篇笔记，搜“五一假期”长沙攻略，出来 4700 篇笔记，

数量惊人。

喝茶颜悦色，吃小龙虾、臭豆腐，嗦粉，打卡岳麓

山、橘子洲头、省博物馆、坡子街、太平街、文和友，泡

吧、夜游成为游客来长沙游玩的必选项。

公安启动二级勤务模式，乐享“五一”
不少人在默默付出

今年“五一”，是长沙“五一商圈”核心区天心区

坡子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戴次强值班的第 3 个年头，

特别是随着“网红长沙”声名鹊起，游客量倍增，营造

良好的秩序需要更多的力量。

据戴次强介绍，今年“五一”期间，为守护游客出

行，天心区委书记刘汇两天到“五一商圈”值守，连续

5 天指导调度，全区共铺排公安民警 300人左右，城管、

环卫 500人左右，共同守护“五一商圈”，还有坡子街街

道办事处每天50余名干部，30多位志愿者在岗值守。

“太平街有 3 天达到了最高峰值，进行了管控限

流，2 日上午发生了 4 起小孩走丢事件，都被民警和

工作人员及时找到。”戴次强说。

“五一”期间，长沙公安启动了二级勤务模式，按照节

点警务要求，每天保证80%警力在岗在位，以全市44个快

警平台为依托，实施公安武警联巡、联防、联勤、联控，并严

格落实派出所“有警处警、无警巡逻”工作机制。同时，长沙

市公安局每天抽调100名机关警力，支援派出所巡逻工

作，切实加大对人流密集场所、网红打卡点以及治安复

杂、案件高发、防范薄弱区域的巡逻防控力度，做到处处

见警灯，随处见警察，提升市民和外地游人安全感。

按照“百日奋战 扮靓星城”市容环境整治工作要求，

长沙市容环境卫生维护中心增加保洁力量、加强车辆调

度，重点加大对出入城口、景区、车站、商业广场等地段的

清扫清洗保洁力度；同时，每天安排大型水车、高炮雾化

车对道路进行全天候降尘抑尘作业，确保道路湿润。

长沙旅游、商贸、交通、城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

门更是在重点路段和场所铺排力量，力争打开大门，

热情迎客，让游客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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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第一届米粉产业峰会着重

凸显企业的米粉情怀，本届湖南米粉大

擂台则侧重探讨米粉产业链纵深发展，

推动湘粉出湘。产业峰会上，来自湖南，

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相关企业，分享了

后疫情时代湖南米粉产业发展的突围之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