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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班子赴湖南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许光达故居，听取专题讲解，开展专题研

讨，缅怀开国大将许光达戎马一生的丰功伟绩，学习其谦虚

宽厚的革命情怀，汲取红色力量。这是该校通过“访”红色

基地的方式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缩影。

今年，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要求，立足实际，精心谋划，以“读、访、唱、办”

等方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读、访、唱、办”即“读”

红色经典、“访”红色基地、“唱”革命歌曲、“办”民生实事。

该校把《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书籍作为主要学习内

容，并列出具体学习清单。组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线上

与线下学习，通过开展“唱支歌儿给党听”快闪拉歌活动、举

办“同心忆党史 弦歌颂党恩”大型合唱比赛等，在全校掀起

一股学党史热潮。

该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活

动。对学校扩招以来教育教学、文化运动场地、安全保卫措

施等方面开展调研，梳理建议 30 余条。制定《关于开展“我

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从制度机制、办学

条件等方面提出为师生办实事 20 项，明确责任部门和办结

时间。 （陈宏图）

湖南化工职院：
“读、访、唱、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高校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

●硕士研究生推优免试资格高校

●湖南省研究生培养质量过程评估优秀高校

●湖南省“国内一流建设高校”

●湖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示范高校

●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一把手工程”优秀单位

学校概况

学校历史悠久

湖南中医药大学坐落于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长沙，是湖南省重点建设本科
院校，是全国首批设立国家级重点学科
的高校，也是首批招收博士研究生、留
学生及港澳台学生的中医药院校。学
校创办于 1934年，时名湖南国医专科学
校，1960年设立本科院校——湖南中医
学院，2002年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合
并，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湖南中
医药大学，2012年进入湖南省一本招生
序列，2018年成功入选湖南省高等学校

“国内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现有含浦
校区、砂子塘校区、溁湾镇研究院南院、
桐梓坡研究院北院四大校区，总占地面
积 1400余亩。

学科门类齐全

学校有 19 个学院，开设 28 个本科
专业，涵盖医、理、工、管、文五大学科门
类。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 个；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博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 9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7 个。具

有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的资格。学校构建了国家、部

省、校级三级重点学科体系，建有国家

重点学科 1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学科 23 个，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2

个，湖南省重点学科 8个，校级重点学科

20 个。中医学入选“国内一流建设学

科”，中西医结合、药学入选“国内一流

培育学科”。有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

家级 5 个、省级 10 个，国家及省级特色

专业 11个，国家及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 6 个，国家及省级精品课程 10 门，一

流课程国家级 7门、省级 82门。

教学资源雄厚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490 人，具有
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667 人，有博士生导
师 105 人、硕士生导师 492 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74 人。自主培养了国医大师、“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 100

余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拥有国家级

教学名师、全国名中医、省芙蓉教学名

师、省名中医等名师名医 170 余名。有

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 5 个。

科研成果丰硕

近年来，学校建有各级各类科研

平 台 96 个 ，立 项 各 级 各 类 科 研 项 目

1569 项，获批科研经费 3.075 亿元。国

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立项取得新突破，

获批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

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国

家科技部项目 18 项。学校拥有 5 个校

办合资企业，牵头成立了湖南中医药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附属医院发展迅速

学校现有直属附属医院 3 所，非直

属附属医院 17 所。3 所直属附属医院

医疗设施先进，临床科室齐全，知名专

家众多，共建设有 12 个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25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
科、14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含浦校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产业园学士路 300 号

砂子塘校区：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113 号

招生咨询电话：

学校网站：https://www.hnucm.edu.cn/

本科招生网：https://zhaosheng.hnucm.edu.cn/

E-mail：hnzydzs@163.com

2021年招生录取信息
2021 年详细分科类、分专业招生计划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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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刘彦 阳童

韶山至井冈山红色专列一路向南，到达革命老区茶陵

县，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紫皮大蒜、生姜、白芷，是‘茶陵三宝’。到茶陵，一定要

带这三样特产回去！”6 月 23 日 15 时许，茶陵南站比往常更

热闹，候车室一角，“湘赣红”农产品展示专柜前挤满游客。

湖南永光食品公司负责人尹兰凤借凳登高，大声推销“茶陵

三宝”。

作为茶陵本土知名农业企业，永光食品致力地方农优

品牌推广。“两山”铁路开行前，该公司便在茶陵南站设立展

示专柜。“我们上架的都是扶贫产品，每一款产品最少能带

动 100 名脱贫群众就业，帮助他们稳定增收。”尹兰凤说。

“搭车向外”的企业不止永光食品。茶陵县农业农村局

市场信息股股长陈红荣告诉记者，“湘赣红”区域公用品牌

授权企业中，茶陵已有 8 家入选，目前还有 6 家正在申请。

“红色专列开行，会有更多游客来茶陵。除了在火车站设置

‘湘赣红’展示专柜，把农产品送上红色专列，还在汽车站、

各大宾馆、旅游景区设置专柜。今年计划开展 12 场茶陵土

特产展销推介会，让茶陵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陈红荣说。

走出茶陵南站，站前广场右边，一排 20 多个崭新的门

面十分打眼。

茶陵南站位处茶陵县下东街道桥边村。今年 3 月，“两

山”铁路开行的消息传到村里，村党委书记肖吉文带领村民

“巧借东风”谋发展：“专列开行，加上乡村振兴，千载难逢的

好机会。原来这一线都是铁皮棚子，破破烂烂。村里做通大

家的工作，筹资 80 多万元，重新修建新型板房。计划把蜂

蜜、白莲、腐乳等农产品整合，打造具有桥边村特色的‘桥边

姑娘’品牌。”

好消息不胫而走。桥边村在外创业的肖长生回村盘下

两间门面，成立文化传媒公司，准备大干一场：“打算邀请一

些知名网红来茶陵，让更多人熟悉茶陵、熟悉桥边村。”

红霞满天，热土沸腾。

从桥边村出发往茶陵县城走，远处的云阳山峰峦起伏，

犹如丹青水墨。90 多年前，在这片锦绣之地，毛泽东亲手缔

造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今天，

茶陵保留的 80 余处红色遗迹、革命旧址，游人如织。

茶陵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段华文说，茶陵将多

措并举，保护文物遗产，讲好红色故事，振兴文旅产业，让乡

村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梁可庭 沙兆华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里，无数英烈以

大无畏的精神投身革命，用生命换来今天

的和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长眠着 11 位

湘籍烈士。今天，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一

起追忆其中 5 位英烈的革命事迹。

蒋鸿高：为救战友壮烈牺牲

蒋鸿高，1909 年出生于湖南，1939 年

牺牲于山西省昔阳县闫庄乡陈村。据在陈

村的战友赵满仓回忆，他曾听到蒋鸿高本

人说起参加平江起义的往事，因此初步认

定蒋鸿高为平江县人。

1934 年，蒋鸿高参加长征，在部队历任

班长、排长、连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蒋

鸿高随八路军 129 师挺进太行，在昔东县

（今昔阳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参与组建晋

东游击队、九龙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并任

九龙支队支队长。蒋鸿高在十分艰苦残酷

的环境中，与当地抗日军民一道展开了不

屈不挠的斗争。一次，他带领九龙支队在平

定县张庄镇与 3 倍之敌交火，大获全胜。

蒋鸿高担任九龙支队支队长时，赵满

仓是儿童团团员，在赵满仓回忆录中记载，

蒋鸿高关心战士，爱护百姓，与当地村民情

同一家，大家都很尊敬这位能打仗、有文

化、善言谈的部队干部。蒋鸿高还十分和蔼

可亲，他每天带兵在山地里训练，儿童团团

员们就在旁观看，训练完，蒋鸿高就教他们

唱歌，带他们操练，孩子们都很喜欢他，经

常围拢在他身边。

1939 年 3 月 26 日，蒋鸿高在昔东县（今

昔阳县）陈村附近训练新兵。一名新战士拉

响手榴弹却未投掷出去，千钧一发之际，蒋

鸿高临危不惧，勇敢地夺过手榴弹，并把战

士压到身下，手榴弹瞬间爆炸，蒋鸿高为救

护战友壮烈牺牲，时年 30 岁。

对于蒋鸿高的牺牲，陈村百姓悲痛万

分，1939年 4月 1日，他们将蒋鸿高安葬在村

里的山坡上，竖碑铭记。2003年，陈村村委会

又重为其立碑，碑设置在村口的道路旁，背倚青山，以文记之。

郭陆顺：回民支队的好政委

郭陆顺，1914 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市北盛区丰裕乡（现永安

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 年北伐大军攻入湖南，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郭陆顺参加了农民协会，担

任乡儿童团长。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派大批屠杀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郭陆顺毅然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9 年冬，郭陆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通讯员、

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政委。1935 年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陆顺任 120 师 359 旅下属团政治处主

任，参加晋西北根据地创建工作。1939 年 10 月，郭陆顺任八路

军第 3 纵队回民支队政治委员，同司令员马本斋紧密配合，遵

照党的指示，大力进行组织整顿，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

族团结，注重培养和选拔回民干部，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回民支队的面貌焕然一新，郭

陆顺率部转战冀中平原，将回民支队发展到 2500 余人，他们连

续作战 27 次，歼敌 500 余人，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成为一

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郭陆顺被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赞扬为“模范政治委员”。

1940 年 8 月，在冀中军区统一指挥下，郭陆顺和马本斋率

回民支队积极投入到百团大战。1942 年，日、伪军出动 5 万余人

对冀中进行大“扫荡”。郭陆顺率部参加五一反“扫荡”，在一次

战斗中，郭陆顺在阵地前沿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敌流弹击

中头部牺牲，时年 28 岁。郭陆顺牺牲的消息传回回民支队时，

全体指战员为之恸哭。

2014 年 9 月 1 日，郭陆顺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欧阳波平：万里长征保家国 铁腿神枪埋他乡

“他是一位传奇战神，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挺进冀东后，

他纵横长城内外，驰骋滦水之滨，神枪令鬼子闻风丧胆。”这是

为欧阳波平烈士所著《铁腿神枪》一书的封面语。

欧阳波平，湖南平江人，因对国民党反动卖国政策不满，毅

然参加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欧阳波平来到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从抗大毕业后，欧阳波平来到平西，

担任冀热察挺进军随营学校军事教育科科长、军事教员。

1939 年 12 月，冀东部队组建最早主力团十二团，欧阳波平

任团参谋长，挺进冀东。次年 12 月，部队为

培养训练干部，提高军政素质，建立了教导

队，欧阳波平负责军事培训工作，为部队培

养了一批军事素质较好的干部，增强了部

队的战斗力。

欧阳波平不仅是一位百发百中的优秀

机枪射手，而且善于打伏击，他参与指挥冀

东战场白草洼、干河草、彭家洼等经典伏击

战，其中白草洼伏击战开创冀东部队整建

制歼灭敌军的先例，干河草伏击战全歼 180

余名日军。

1942 年 8 月 8 日，欧阳波平率一营东渡

滦河转移到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三总

区辖区彭家洼一带，与经长城冷口进入迁安

境内“扫荡”的日本关东军原田东两中队遭

遇。欧阳波平指挥全营战士设伏，果断出击，

经过激战，除一个鬼子侥幸逃跑外，75 个鬼

子全部被歼。在打扫战场时，因为警卫员枪支

走火，欧阳波平不幸牺牲，时年30岁。

吴强：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
无处不青山

吴强，1907 年 10 月出生于岳阳市平江

县长寿镇。13 岁时在杂货店当学徒，之后投

身革命大军。1927 年，吴强加入长寿店员工

会，同年加入共青团。

马日事变后，吴强的两个哥哥先后为

革命牺牲,他则参加游击队，在平江一带战

斗。1930 年 7 月，吴强参加红军，任红八军

第六师政治宣传队分队长，同年 8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八军第三师政治部秘

书处秘书、第四师直属支部书记、军团政治

部直属队中共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中央

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后随部长

征。在反围剿斗争过程中被敌人的子弹打

中了左肺，身负重伤，幸而抢救成功。

此后，吴强身体一直抱恙，无法再赴前

线。部队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机关总支

书记、军委总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卫生

学校政治委员。1938 年 10 月任总政治部组

织科长，协助组织部长工作。

1941 年，吴强从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

调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44 年 3 月

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组织部长、干部部长。

当时，斗争环境残酷，战事异常频繁，教学条件很差，但吴强不

畏艰难，悉心编研教材，坚持边打仗，边教学，为部队培养了一

批军事素质较好的干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吴强离开家乡时仅 20 岁，此后一直再未踏上故土，与亲人

仅靠书信来往。但因为当时斗争环境复杂，吴强并未向家人透

露任何身份和工作信息。1946 年 8 月，吴强寄出了最后一封家

书。据吴强孙子吴一挥回忆，他在信中写道，“革命者四海为

家，埋葬在哪儿都一样，我死后就葬在当地，不必回归故土，不

要给组织添麻烦。”

1946 年 12 月中旬，因积劳成疾，吴强在河北省肃宁县病

逝，时年 39 岁。

范坚才：与敌激战 英勇牺牲

范坚才原名范家财，1920 年出生于郴州市汝城县土桥乡

横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范坚才年少时，曾在横迳学堂读书，1936 年考入衡阳广德

中学，后转入新民中学。1938 年，范坚才回到家乡积极参加中

共汝城县委组织的“青年巡回剧团”活动。同年 8 月，范坚才由

县委输送并经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介绍到达陕北，进入旬邑陕

北公学。

在学校里，范坚才学习勤奋，接受先进革命思想，成长迅

速。1938 年，范坚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被分配到陕西

省延安市延长县工作。

随后，范坚才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不久，抗大总

校迁往华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 10月，范坚才被调到晋察冀边区

政治部锄奸科任副科长，后升任科长。一次，在抓一个嫌疑人时发

生差错，他发现后立即纠正，并主动在党小组会上公开检查。

1942 年，范坚才担任河北阜平白求恩学校特派员，协助校

领导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输送到抗日前线。1946 年秋，调任张

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平绥铁路沿线主力部队受国民

党部队东西夹击，主动撤离，军分区部队留在张北一带坚持战

斗，牵制敌军。

1948年 9月 13日，范坚才随军分区部队从阿不太沟一带出

发，急行军赶到张北县双爱堂时，将窜到村里进行骚扰的 500多

名国民党骑兵包围。在进攻时，他奉命率领一支部队冲进村内，

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激战，被 1300多名敌人增援部队反包围，四

面受敌。他几次率部迂回在村内巷道，伺机突围，都未成功。

最后，除一位连长带领几名战士杀出重围外，范坚才和其

余战友全部英勇牺牲，牺牲时年仅 2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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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24日讯（记者 邓正可）今天下午，

“潇湘红色电影展”启动式暨电影《1921》湖南首映活动在长沙举行。

电影《1921》艺术再现了中共一大召开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事

件，塑造了早期共产党员的群像，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讴歌了建党先驱们崇高的

理想信念和伟大的革命精神。中共一大 13位代表中，湖南籍的有 4

位，因此影片蕴含着丰富的湖南元素。目前，国家电影局已将电影

《1921》列为了献礼建党百年重点影片，我省也将该片列入了“光影铸

魂”电影党课推荐片目。

“潇湘红色电影展”今天启动，贯穿全年，期间将开展三大主题活

动。

一是全省影院将展映经典红色主题电影，展映片目主要为国家

电影局从4月起每月下发的片目、今年陆续推出的11部庆祝建党百

年重点影片、我省创作生产的经典红色主题电影以及其他经典红色

主题电影。

二是开展“我最喜爱的经典红色电影”评选。以“电影海报+电影

简介+电影片花”的形式在网络平台集中展示并进行评选。

三是开展电影知识竞赛。活动通过湖南电影频道平台，以“线

上+线下”双赛道形式进行。将融合党史和电影方面的知识，制作专业

题库，发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和青年学生积极参与。

“潇湘红色电影展”启动
电影《1921》首映

茶陵喜迎韶山至井冈山红色专列开行——

巧借东风谋振兴

韶山连井冈
湘赣今更红
——“两山”旅游铁路沿线行

碧水围城绿葱茏，蓝天白云入画来
6月24日，蓝天白云下的长沙城区水清岸绿，天空高远洁净，散发出独特的城市魅力。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