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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张玉洁

湖南，武陵、雪峰、罗霄三山环抱，“七山一水二

分田”。很多山区历史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在漫长

的农耕文明时代，温饱无着、战乱频仍、苛政重税形

成恶性循环，贫穷和饥馑的阴影挥之难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全省上下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努力走好精准、特色、可持续发

展之路，一举消灭了“千年贫困”。

如今，湖南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领跑世界，工程机械“智造”在全球举足轻重，

从“银河”到“天河”，超级计算拥有关键核心技术……

三湘儿女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实现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步伐坚定。

“精准扶贫”绘就风情画卷

行走在“大湘西”地区，记者从两千多年前的里

耶秦简中，读到先民匮乏粮食种子的困境；在一千多

年前铸造的“溪州铜柱”上，看到古人“永无金戈之

虞，克保耕桑之业”的梦想；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

地纪念馆，听到这样的“泪奔故事”：1929 年，红军团

长贺桂如高喊“为了让下一代吃上大米饭，冲啊！”，

带队杀敌，身中 7 弹壮烈牺牲！

“千年贫困”令人不堪回首，今朝圆梦仰仗“精准

扶贫”。

初夏时节，在武陵山区腹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记者夜宿一户农家。

“从今年春节到现在，我家餐馆、民宿的生意越来

越好了。”夜晚结束一天的忙碌，坐在吊脚楼前喝茶小

憩的农家男主人，并不知道记者身份。聊天中他喜滋

滋地说，如今十八洞村有“四多一少”——挣钱门路多

了、勤快的人多了、新吊脚楼多了、年轻人多了，而喝

酒解闷、越喝越愁的“闲酒鬼”少了。村子由之前远近

闻名的深贫村，变成了被人羡慕的小康村。

十八洞村命运的新转折，始于 2013 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

贫”的“十六字”方针。

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说，彼

时十八洞村人均纯收入 1668 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18.8%，堪称“一穷二白”。8 年间，当地干部群众围

绕“精准”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开饭店、建民宿、

种水果、办水厂，脱贫成效显著。到 2020 年，全村人

均纯收入 18369 元。

十八洞村的“蝶变”，是三湘四水战胜“千年贫

困”的成就缩影。

基建投入消灭“贫困孤岛”，教育助学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挪“穷窝”拔“穷根”，合作

医疗防止“因病致贫”，低保和特困帮扶等构筑“兜底保

障”……湖南精准扶贫步步为营，精准脱贫久久为功。

如今行走在湖南山区，目之所及有奇峰秀水、林

海苍莽的自然画卷，更有城乡物阜民丰，文旅、果业、

茶业等“绿色经济”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介

绍，湖南 51 个贫困县、6920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682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档立卡贫

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2299 元增加到 2020 年

的 12206 元。

“民本导向”盯“长板”补“短板”

湖南在勇担“精准扶贫首倡之地当有首倡之为”

责任同时，还用心用情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致力于让

人民群众生活迈上更高台阶。

从南洞庭湖畔的沅江市，到西洞庭湖畔的汉寿县，

“八百里洞庭”浩荡清波之滨，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绿

浪翻滚。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的农机“铁牛”、农用

无人机“飞牛”、农民和农技人员“老黄牛”、农村基层干

部“孺子牛”、集约型农业大户和企业“拓荒牛”一道，凝

聚成“五牛会战”现代化精细农业的生动图景。

湖南作为产粮大省，坚持重农务本，粮食面积稳

定在 7000 万亩、产量稳定在 600 亿斤左右。与此同

时，泛着油光、脍炙人口的“国民下饭菜”——剁椒大

鱼头、辣椒小炒肉和口味小龙虾，背后有湘鱼、湘肉、

湘虾、湘椒等产业坚强支撑。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2020 年，保持稳健

发展的湖南第一产业总量由全国第 8位上升至第 6位。

粮食、蔬菜、畜禽三个千亿产业之后，油料、茶叶、水果、

水产、中药材、南竹等正在加快形成千亿产业。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强化路网设施建设、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改善医疗条件、发展体育事业、稳定就业形

势、强化社会保障，湖南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盯着“长板”

补“短板”。统计数据显示，湖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2015年的19317元，提高到2020年的29380元。

“智造＋创造”开启美好未来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和长沙南站之间的磁浮列车

是湖南先进轨道交通产业的名片之一。从第一列电

力机车，到自主国产第一列动车、第一列高铁、第一

列磁浮，都诞生于湖南。

眼下，位于株洲的“中国动力谷”，产品覆盖“和

谐号”“复兴号”和时速 600 公里磁浮列车“全谱系”，

不断推动世界铁路技术向更快、更强、更好“追梦”

“圆梦”……

晚清时期湖南诞生了著名的“湘军”。如今，世界

工程机械领域又有一支“湘军”崛起。长沙有 4 家企

业进入全球工程机械行业 50 强，全球很多“超级”项

目，都离不开它们。

在湖南先进制造业领域，人们能看到越来越多

“未来工厂”的身影。“机器换人”“智能制造”“工业

4.0”“5G＋AR”“数据互联”，有外国媒体参观后感

叹，湖南“藏着中国工业未来的蓝图”。

眼下，诞生于湖南的“天河”超级计算机强有力服

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在最核心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芯

片技术领域，有湖南“血统”的“麒麟”操作系统与飞腾

CPU结合，共同构筑的中国自主“PK”体系。到2025年，

湖南先进计算直接产业规模有望达到8.1万亿元。

湖南有“工科硬”，还有“文化软”。“电视湘军”

“出版湘军”保持强势，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成为后起之秀。受文创带动，长沙街头巷尾“真人秀”

“热播剧”“音乐节”“电音风”“潮流装”等新职业蓬勃

兴起，越来越“潮”的长沙跃升为“顶流网红城市”，逢

年过节都是热门“打卡地”。

“ 十 三 五 ”时 期 ，湖 南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

7%，五年跨越两个万亿元台阶。

（新华社长沙5月 26日电）

湖南：精准扶贫首倡地圆了“千年梦想”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5月

27 日讯（通讯员 万传文 刘斌

记者 肖洋桂）“总体情况算好，有

点轻微脂肪肝，少吃高热量食物、

多喝水、适当运动……”5 月 27 日，

澧县澧南镇仙峰村村部，一辆体检

流动车旁，71 岁的村民易秋英拿

着刚“出炉”的体检报告，认真聆听

医嘱。易秋英感叹：“以前体检要去

30 公里外的县城医院，现在就在

家门口，太方便了！”

今年以来，澧县把党史学习教

育落实在为民办实事上，想方设法

为群众解难题。针对以往 65 岁以

上老年人及高血压、糖尿病等“重

点人群”看病难问题，澧县卫健局

启动“流动”体检模式，组织 20 台

智慧健康体检车 ，开进全县各村

（社区），上门为群众体检。

体检车配置各类检查仪器，能

当场完成心电图、B 超等 10 项检查

项目。除现场出具体检报告，还能

将结果上传到网上，为“空巢老人”

的家属线上关注老人健康提供方

便。

目前，流动体检车已为全县农村 9 万“重点

人群”进行免费体检。澧县还将对体检生成的健

康指数分析，组织医护团队走村入户，有针对性

地开展健康指导，让群众少生病、慢病不酿成急

病、小病不拖成大病。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 27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黄钰凌 阎鸣）“每棵间距是 15到 20厘

米，要竖着插到土里……”5 月 26 日，在郴州市苏仙

区许家洞镇大禾村，藤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军在

指导村民栽种藤茶苗。大禾村党总支书记肖定布介

绍，该基地是经村党代表提议，变荒地为藤茶种植基

地，目前面积 200亩，还将扩大种植。

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启动以来，为充分发挥党代

表作用，激励新当选的党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创先

争优，苏仙区深入开展“五个一”当代表办实事活

动，即撰写一份提案、开展一次夜谈、宣讲一段党

史、办好一件实事、结成一个对子。各乡镇新选出的

党代表走进田间地头，来到群众身边，聚焦发展所

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

操心事。面对连日来的强降雨，五盖山镇党代表第

一时间做好应急预案，组建志愿者队伍，清理道路

上的泥土与落石，保障道路通畅。坳上镇水塘村村

支两委针对该村下铺组下基坝灌溉水渠破旧不堪、

直接影响下铺组及石洞组 70 余亩耕地灌溉的问题，

积极联系上级主管部门，争取到水渠修复项目，直

接受益群众 300 余人。

至目前，苏仙区 8 个乡镇 780 名新当选的党代

表撰写提案 68 件，开展夜谈 134 次，宣讲党史 342 场

次，领办实事 962 件。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5月 27日讯(通讯员

李慧勤 记者 周紫云)“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花桥镇全歼国民党一个团，14 名革命烈士

长眠在这里，连姓名都没有留下……”5 月 24 日，来

自中方县花桥镇中学的“小百灵”党史宣讲队，来到

镇敬老院，声情并茂地为老人讲述花桥镇无名烈士

纪念碑的感人故事。

“‘小百灵’宣讲队成员主要为 7年级以上在校学

生，由各校教师担任校内导师、县委党校老师担任校外

导师，导师团队共商宣讲主题及活动内容，并定期对宣

讲团成员进行培训。”中方县党史学教办负责人说，目

前全县共有8支宣讲队60名队员，已开展20余场宣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方县用好“线上+线

下”、用活“课内+课外”、用细“基地+阵地”、用实

“活动+服务”，全方位立体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县青年学生中持续升温，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该县创新方式方法，

组建“小百灵”党史宣讲队，学党史、讲党史、颂党

恩，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

“小百灵”宣讲队还将走进机关、社区、乡村、企

业开展宣讲活动，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史故事，进

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知史爱党、知党爱国的热情。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 27日讯

（记者 邓正可 通讯员 陈丹妮）5 月 27 日

晚，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之《希望的

田野》在湖南卫视播出，讲述了畲族女孩

雷金玉放弃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

2015 年 ，福 安 市 坂 中 畲 族 乡 后 门 坪

村，“三月三”乌饭节的庆祝活动现场十分

热闹，但放眼望去尽是老幼。庆祝结束后，

雷金玉（赵丽颖饰）告知爷爷想回后门坪

村，并拿出国家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当村干

部的政策文件给爷爷看。雷金玉表示，这

不是自己头脑发热的决定，而是想在国家

的好政策下，走一条更有意义的路。但爷

爷不能理解雷金玉的想法。爷爷认为，好

不容易将她培养成飞出大山的凤凰，现在

却要飞回来，这显得没出息。

这时，村里传来敲锣声，村里几个孩子

不见了踪影。雷金玉随即跟着村干部出去寻

找，不一会儿，雷金玉平安带回想去城里找

爸妈的孩子们。看着委屈的孩子们，雷金玉

询问村干部为什么不送他们上学，村干部表

示孩子们上学要去乡里，来回五十多里地，

爷爷奶奶岁数大了送不了，孩子父母辛苦打

工，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带孩子离开村

子。看到家乡的现状，雷金玉更坚定了她回

乡的决心。不久，她向单位提出了辞职。

精准扶贫，教育不能落下。回到家乡的

雷金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孩子的学前教育

问题。“如果父母把孩子送去乡里上学，相当

于全家都要迁过去，村里的地谁来种，房租

又是负担。如果把太小的孩子送去学校，小

孩又欠缺自理能力。”为此，她着手恢复村里

的教学点。四处奔波，多方沟通，后门坪村的

第一个学前班教学点终于建立了。村里聘请

了两位老师专门教授学龄前儿童课程，让孩

子们享受到了正规的学前教育。

为了增加村民们的收入，雷金玉提出

种植甘蔗，并为贫困村民垫付了 8000 元钱

买甘蔗苗。然而，丰收的甘蔗却因交通不

便而滞销。此时，雷金玉的爷爷默默地将

甘蔗抱回家，制成红糖。雷金玉明白，爷爷

是在用行动支持她的决定和工作。于是，

雷金玉倡议和带动村民做起电商，打通了

甘蔗的销售之路。雷金玉还带领村民修

路、种茶、种草药，原本宁静落后的后门坪

村一派热火朝天，群众生活蒸蒸日上，走

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

“归巢凤凰”雷金玉：
好日子得大家一起过

《理想照耀中国》之《希望的田野》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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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苏仙区党代表领办实事962件

中方县“小百灵”讲党史颂党恩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阳吉伟

5 月 27 日，夏雨淅沥，东安县大盛镇中心小学教

学楼的地面返潮。

今年 49岁的吴才有小心翼翼拄着拐杖，从湿滑的

走廊走进教室，学生眼里充满了求知的渴望。“吴老师上

课风趣幽默、通俗易懂，我们特别爱听。”一个学生说。

1991 年，吴才有从道县师范毕业后，一直在离县

城 80 多公里的大盛镇任教。2000 年 3 月，吴才有在检

修教室屋顶时，发生意外导致下半身肢体三级残疾。

他不但没有离开心爱的三尺讲台，还一直担任班主

任，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湖南省最可爱乡村教

师、湖南省第九批特级教师，并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2016 年吴才有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庭”。2019 年

6 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琅琅书声在校园的香樟树间萦绕。吴才有说，他

愿做乡村里顽强生长的香樟，关爱、帮助更多的孩子

健康成长。

师生们心中的挺拔“香樟”

曹佳喜是永州市冷水滩区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他激动地告诉记者，正是吴才有老师无微不至的关

心，才有他的今天。

曹佳喜上小学三年级时，因母亲突然离世，父亲

常年在外打工，他无心学习，数学考试不及格。

吴才有接手曹佳喜的班级后，拄着拐杖，到曹佳

喜家走访。一段不长的路，他艰难地走了 2 个多小

时。了解曹佳喜家里的情况后，吴才有主动担起“编

外监护人”的责任。吴才有每天义务辅导曹佳喜学

习，并关心他的生活。期末考试，曹佳喜数学考了 80

多分，对学习有了兴趣。

多年来，吴才有努力走进每名学生的心灵深处，

因人施教鼓励他们，播撒下爱的阳光，激励他们成长。

小学六年级那年，邓亚男从广东一所民工小学转

学到大盛中心小学，因为学习成绩不太好，加上对家乡

很陌生，邓亚男不愿与人交流。但她发现，吴才有每天

在班级的黑板报上出两道数学拓展题“摆擂台”，有不

少同学主动解答。于是，她也尝试着解题，答对了，吴才

有及时鼓励，邓亚男越发自信，并主动向吴才有和同学

们请教，成绩很快提高，后来，她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吴才有还是青年老师心中的伟岸“香樟”。唐艳

秋老师刚参加工作时，讲课“生硬”，学生不爱听。吴

才有主动找到唐艳秋，与她分享教学中的体会和经

验，帮助她备课。2015 年，唐艳秋参加全县青年教师

教学比武，荣获二等奖。

吴才有的女儿吴姗，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

名小学老师，她说，要成为像父亲一样敬业的好老师。

散发爱的“樟香”

2013 年以来，吴才有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不愿

“躺在功劳簿”上，而是更加努力钻研教学，积极帮助

贫困学生。

记者看到，吴才有的办公桌上有一摞厚厚的《课

堂反思》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今天提的问题，

学生讨论不积极，原因是提问没有抓住学生的兴奋

点，今后要改进提问方式……”吴才有从参加工作起，

31年从未间断撰写《课堂反思》。他还经常向同事分享

《课堂反思》，帮助大家改进教学。他的教案，年年获得

县教育局表彰。

在广东工作的朱翠湘曾是吴才有的学生，受吴才

有影响，朱翠湘主动捐助大盛中心小学两名贫困生。

在学校有一面爱心墙，是由在北京工作的当地爱

心人士邹学勇与吴才有“共建”的。贫困学生把写着心

愿的纸条贴在墙上，吴才有及时收集，邹学勇等主动帮

助他们实现。

不久前，10多名贫困生如愿以偿领到了新书包、电

子手表、书籍等，人人心花怒放。

吴才有得知他教过的学生吴雯，是广东狮子会

人和服务队的会员，主动邀请他们来大盛中心小学

捐资助学。为统计好贫困生的情况，吴才有拄着拐

杖，一个班级一个班级摸底，认真填写资料。

吴才有利用休息时间，拄着拐杖走村串户，认真

核实贫困学生情况。有的村庄路途远，他妻子黄嫦淑

借来一辆老年三轮代步车，把吴才有送到村口，他再

进村核实。吴才有说，妻子是他的好助手。

经吴才有努力，2019年，广东狮子会人和服务队资

助大盛镇中心小学41名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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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安仁

我党在隐蔽战线的用兵，除了派人深

入龙潭获取绝密情报配合“攻城”外，还有

对敌人的“攻心战”。抗日战争中，我党就

有这样一位“高级战略特工”，除了向党组

织提供机密情报外，还将我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巧妙地影响

国民党高层要员的决策，渗透进各类文件

传达给军政要员。他就是白崇禧身边的共

产党员——谢和赓。

秘书有才又体贴，白李住处
任出入

谢和赓 1912 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

个书香门第，参军后一直从事秘书工作，一

生中曾八次担任不同职务的秘书，人称“秘

书专业户”。他工作过的秘书岗位有：抗日

同盟军吉鸿昌将军秘书、国民党军事委员

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机要秘书、国民党国

防会议秘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国民

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全国

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秘书、国民党军事委员

会桂林行营秘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

部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

谢和赓凭借秘书身份在国民党的要

害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其实他早在 1933

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 年由组

织安排打入国民党桂系军阀内部，受周恩

来、李克农直接领导。

谢和赓先后撰写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经济概观》《论美国倾销政策对中国经济

的影响》《谈广西的对外贸易》等文章，展

现出了杰出的才能。此外，谢和赓在生活

上也表现得对长官体贴入微。例如，当白

崇禧的岳父在桂林意外重伤时，谢和赓当

即带着一位名医飞往桂林及时进行了救

治，赢得了白崇禧的极大好感。1935 年，深

得信任的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特别出入证

章”，无须岗哨通报，即可随意出入白崇

禧、李宗仁的住处，成为二人身边的红人。

南京疑设“鸿门宴”，力主
北上好抗日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以

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召集各地方军阀首

脑前往南京开会，共商抗日大计。白崇禧

也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蒋准备让白崇禧

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之职。

由于国民党各派系军阀间的多年矛

盾宿怨以及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南方各省

军阀首领都认定这是一场“鸿门宴”。四川

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甚至联名致电李

宗仁，劝说李宗仁、白崇禧不可轻易赴南

京，以免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重

蹈之前广东军阀陈济棠被蒋介石以开会

名义骗到南京软禁的覆辙。因此，李宗仁、

白崇禧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此时，谢和赓根据我党对战略态势的

分析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向

白崇禧进言，又跟白崇禧夫人、侄子以及身

边高级军政人员解释，力主白崇禧去南京。

谢和赓分析：“应召进京，与蒋共赴国

难，乃是顺应全国军民的一致要求，是中

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大事，绝不可延

迟。因是大势所趋，谅健公（白崇禧）豁达

大度赴京，绝不会有意外之虞，谅蒋介石

再也不会采取不抵抗政策，谅英美等国也

不会坐视在华利益任由日本独占。”他为

白崇禧和他的桂系着想，“只有实现全国

抗战，桂系才能打出广西，把力量伸展到

蒋介石统治下的腐败省区，这样才能提高

李、白的声望，成为大家拥护的抗日民族

英雄，才可以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白

崇禧十分赞同谢和赓的分析，最终决定亲

自前往南京参会，并指定谢和赓担任其秘

书一同赴南京。

事后，白崇禧回忆此事说：“谢（和赓）

给我精神上不少鼓励。”殊不知，真正鼓励

他北上抗日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

白崇禧铿锵训军官，周恩来
幕后改讲稿

1937 年 10 月，我党布置谢和赓执行一

项任务，“秘密地不露行迹地进行有利于发

动全国人民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文

化运动”。根据这一任务，谢和赓以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秘书兼白崇禧副总参谋长机要

秘书的名义，起草了题为《全体性全民总动

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的

“万言书”，文章内涵实为我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和具体实施办法。

白崇禧对此文很重视，亲自修改后打

印三百份分发国民党各省主席、保安司

令、各军长、军政治部及一些重要单位，并

呈蒋介石审阅，相关内容被蒋接纳。周恩

来和李克农对此十分高兴，事后，周恩来

亲切地拥抱谢和赓，并嘱咐他“注意身体，

小心谨慎”。李克农拥抱谢和赓，夸赞他：

“小鬼，真行！”

1938 年 3 月，正值日寇战略进攻、我

国战略防守的关键时期，白崇禧拟在武汉

向国民党师长以上高级军官训话，发表题

为《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的演说，

指示谢和赓和另外两名秘书在一周之内

各完成一篇讲稿供自己选择。

谢和赓顿感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考

试”，奋战三天三夜后将初稿呈送周恩来

审阅。周恩来删掉了 2000 多字并加入了不

少补充内容，使讲稿更加符合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精神、白崇禧的职务立场和语

气，同时又避免使用指责国军政治部工作

缺点的字眼以及一些共产党常用的语句。

开会那天，白崇禧训话的内容，与谢

和赓最终提交的讲稿完全相同。事后，李

克农戏谑而又风趣地说：“有周恩来同志

做谢和赓的改文教师，这是老蒋和白崇禧

想象不到的。”周恩来笑着说：“这是国共

合作的事嘛，将来也许成为抗战时期的佳

话啊！”

主要参考文献：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谢和赓传》 穆欣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

谢和赓：

“文胆”怀剑气 大义折枭雄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谢和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