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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卓萌

6 月 22 日，记者走进位于常德市发改委的

姜开斌事迹陈列馆。墙上闪亮的党徽映照着玻

璃展柜，展柜中 3 套海军服叠放整齐，一尘不

染。馆内播放的短片《情系大海的老兵》提醒来

客，军服的主人姜开斌已离世两年多。

1956 年冬，常德市鼎城区一对农民夫妇迎

来第 6 个孩子——姜开斌。谁也没想到，这个土

生土长的内陆娃会和大海结缘。一生中，姜开斌

曾面临 3 次重要抉择，3 次他都选择了同一条

路：进部队，与大海做伴。

第一次是 1976 年，不到 20 岁的姜开斌应征

入伍，来到海军大连某部服役。因表现优秀，他于

1978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武汉海军

工程学院（现海军工程大学)，学习机电专业。

几年军校读下来，勤奋刻苦的姜开斌很快

成为机电专家。毕业时，学校要留他任教，面临

又一次抉择。姜开斌坚定地说：“祖国培养了我，

我要回到部队，报效祖国。”这样，姜开斌回到海

军大连某部服役，先后担任海军潜艇某艇副机

长、机电长。

如果不是家里遇到困难，姜开斌会在部队

待得更久。1989 年，面对妻子吴春英一封封倾诉

生活压力的家书，想到家中年迈的父母和体弱

多病的女儿，姜开斌忍痛告别心爱的大海，转业

回常德老家，来到原常德市物价局工作。2016

年，姜开斌从常德市发改委退休。

在常德工作 27 年，姜开斌始终没有忘记最

初的梦想。他每天 5 时起床锻炼，家里的海军专

业书籍、舰船技术书籍，他一本也没舍得丢。

或许是他内心的呼唤太强烈，上天送来第

三次选择机会。2017 年底，中船重工第七六〇

研究所某国家重点试验平台急需一批经验丰

富的老技术人员，姜开斌报名入选。“那天他回

来，好高兴地告诉我，说他要回部队去了。”回

忆当时情景，姜开斌妻子脑海中浮现的是他满

脸的笑容。

2018 年 3 月，年过花甲的姜开斌，带着他的

热血和梦想，带着家人的不舍和担忧，来到第七

六〇研究所某试验平台担任机电负责人，继续

守护海岸。

不承想，姜开斌深爱的这片海，有一天会成

为他的对手。2018 年 8 月 20 日，“温比亚”台风裹

着暴雨来袭。此次台风路径变幻莫测，实际风力

达到 13 级。10 时 20 分许，试验平台上段部分缆

桩因受力过大严重变形至断裂，缆绳脱落。此

时，如果不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试验平台失

控、损毁及人员伤亡。危急关头，研究所党委委

员、副所长黄群当即决定组织抢险队，对平台进

行加固作业。

监控视频记录下悲壮一刻：10 时 37 分许，

12 名抢险队员携带备用缆绳，踏过 300 多米长、

布满积水的码头，顶着暴风雨前去加固平台缆

绳，姜开斌跑在最前面。作业中，黄群和姜开斌

被狂风巨浪卷入海中。队员营救时，海浪再次袭

来，又有人落水……加上黄群和姜开斌，先后有

7 人被卷入海中。

经各方紧急救援，试验平台终于保住了！这

场与大海的较量，姜开斌赢了，抢险队赢了，他

们倾注的心血没有白费。然而，经全力施救，落

水 7 人中仅有 4 人获救，黄群、宋月才、姜开斌 3

名同志壮烈牺牲。

他以生命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践行了共

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他，在大海中永生！

姜开斌：

在大海中“永生”

文｜虢安仁

【名片】

吴成方（1902-1992），湖南新化县人。192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调入“中央特科”。1933年

5 月，协助冯玉祥、吉鸿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

盟军。同年 8 月调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临时中央

局”警卫科负责人、警卫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协助潘汉年、刘少文恢

复和建立党在上海的情报网，曾负责领导中西功、

西里龙夫等日本同志。1939 年担任中央文库的领

导工作。1943年至 1946年，主持完成了中央文库转

移至延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纺织管

理局干部学校副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春秋书店楼上设了“北平特科”

1931 年的某一天，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

春秋书店悄悄开业了。这是一栋二层小楼，楼下卖

的是公开发行的书籍，楼上则是中共“北平特科”

的秘密据点。书店老板叫吴成方，他受周恩来指示

组建“北平特科”。

“北平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

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

锄奸等活动”。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中央特科损失惨重。陈赓

是当时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

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至天

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与此同时，中共顺（天）

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同志被捕，关押

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

赶往天津设法营救，并协助陈赓开展工作。

见面后，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来任务是在

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

织。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胡鄂公是北京市

委所属“特别支部”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

深知吴出色的领导才能。

吴成方到天津见陈赓，他希望特科建在北平，

因为他对北平的情况熟悉。陈赓表示同意，并告诉

他：“北平特科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平着手物色组织

成员。不久，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为核心力量的北

平特科成立了。三人分头秘密发展成员，壮大组织。

“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要利用所有可

以用的人为党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成方把

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

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给张学良安排马列主义导师

“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将军”张学良逐渐

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在身边工作的黎

天才透露，希望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很快被吴成方捕捉。吴成

方马上想到了潘文郁。潘文郁曾任周恩来的俄文

翻译，实际主持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 年 7

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自首。潘在狱中时，黎天才来劝

降，非常赏识潘文郁的文采，将其保释出狱，一来

二去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潘文郁被捕后，吴成方调查了他的表现，了解

到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而是继续

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你被迫写了自首书，可是

你还宣传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拿你当同志看。”在

吴成方的劝说下，潘文郁再一次加入共产党阵营，

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吴成方指示潘文郁要继续加强与黎天才的联

络，帮助黎天才多给张学良提建议，让黎天才当好

张学良的参谋。

1934 年 1 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

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黎天才担任

“剿总”政训处少将副处长。吴成方认为借助黎天

才，潘文郁打入“东北军”内部的时候到了。

当年 7 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急于

了解共产主义学说，黎天才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

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潘文郁以渊博深厚的

学术功底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张学良委任他为

剿匪司令部机要组中校秘书，并尊称潘为老师。

潘文郁赢得张学良信任后，吴成方借机通过潘

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

引荐给张学良，引导张学良发表了有利于团结抗日

的言论，为促成张学良反蒋抗日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潘文郁及时将“剿总”的

军事情报传递给吴成方，以利中央红军摆脱危险境

地。但不久吴成方因工作原因调离了北平特科。接任

的负责人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导致北平特科失事并

集体被捕。与潘文郁单线联络的特科成员叛变，1935

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昌被秘密杀害。

潘案发生后一年多，张学良即发动了震惊中

外的“西安事变”。

保卫“中央文库”

1939年底，吴成方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

他找来当时年仅二十来岁的陈来生负责具体

工作。为确保绝对安全，吴成方、陈来生不定期地变

换地点。首先在新闸路的庚庆里，通过看弄人的关

系，借了过街楼下面一棚屋阁楼；后来迁移到陈来生

父亲经营的切面店的阁楼上；最后又迁回新闸路上

一家大饼店的披间里。他们贴墙壁做夹墙，把文件箱

子和其他杂物混杂在一起，使人不易察觉。

虽然小心谨慎，但仍然险象环生。一次，吴成

方和陈来生到一联络点，陈来生刚踏进门，立即被

守候的日本宪兵和便衣扣留，吴成方走在后面，得

以幸免。1945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然而一次联

络中，吴成方也遭到逮捕，经组织多方营救才获释。

中央文库的文件多次被延安的党中央调用。

1943 年，潘汉年从华中根据地带信给上海地下党

情报系统负责人，需要调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

的主要文件。为了携带方便，吴成方经过精心布

置，将中央文库中相关文件拍摄成照片，装在干电

池的芯子里，并特派交通员送往根据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中央打算将中央文库全

部运回延安。计划由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负责

将文件运到南京，再由专机运至延安。吴成方让陈

来生将文件装到几个航空皮箱里，以便随时运走。

但是，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空运延安的

计划迟迟得不到执行。

1948年下半年，吴成方调离，安排陈来生留下

来继续保管中央文库。1949年 5月，上海解放，陈来

生立即将全部文件送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从 1931 年底至 1949 年 5 月，长达 18 年之久的

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终于结束了其地下保密性质，

安全、完整地交回党中央手中。

主要参考文献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吴成方：

锐身担危局 智勇护珍宝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月 28日讯（记者

张璇）6 月 25 日，岳阳市首家红色教育展览馆开

馆，为该市党员干部群众重温红色历史、缅怀革命

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新的重要阵地，为党员

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教材”。

岳阳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是革命先烈用

鲜血浇灌的红色土地，全市红色资源多达 121 处，

留下了“任弼时的最后一页日历”“陈毅安的一封

无字信”等有温度、有思想、有质量的红色故事，涌

现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湖南省优秀共

产党员”李大元等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岳阳市委组织部、市委党史研究

室、市委党校、市城投集团共同建设岳阳红色教育

展览馆，全面生动展示岳阳丰富的红色资源。

展览馆整体面积约 510平方米，分为序厅、初心

如磐使命在肩、高举红旗英勇奋斗、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红色传承逐梦前行5个主题空间。通过数字化、智

慧化展陈技术手段，以一个个催人奋进的红色故事为

主线，打开一幅悠远绵长的历史画卷，生动呈现出建

党 100周年来，岳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建

设、改革和发展，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

当天，400 名新老党员面对党旗列队站立，庄

严宣誓。新党员陈龙说：“我将永远牢记入党誓言，

始终对党忠诚，永葆为民情怀，以实干创造实绩。”

岳阳首家红色教育展览馆开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月 28日讯（记者

聂沛 通讯员 廖嘉玲）6 月 25 日，“衡阳党史百年

展”在位于衡阳市南湖公园的衡阳党史教育基地

举行首展。

“衡阳党史百年展”分为“革命——只要主义

真”“建设——峥嵘岁月稠”“改革——风来满眼

春”“复兴——奋进新时代”“人物——万里衡阳

雁”5 个篇章。展览通过实物、图片，运用互动场

景、多媒体、创作画等多种形式，结合声光电技术，

展示建党百年来衡阳的光辉历史、奋斗历程、发展

成果。

为丰富展览内容，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前期

通过当地媒体等，向社会广发“征集令”，征集展

品、史料和相关线索，共征集展品 3000 余件。

“衡阳党史百年展”开展

吴成方（资料照片）。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杰出时代先锋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月 28 日讯（记

者 邓正可）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电视理论片《选择》于 18 时

至 18 时 30 分在湖南卫视播出，20 时在湖南都市

频道播出，芒果 TV 同步上线。

《选择》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策划、湖南

广播电视台出品，湖南都市频道制作，是继《社

会主义有点潮》《新时代学习大会》《长江黄河如

此奔腾——解读共和国 70 年》《从十八洞出发》

《小康之大》之后的又一部“湘字号”理论大片。

节目全程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并回到党史上一个个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聚

焦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以期让

观众在回顾光荣党史的同时，深刻理解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践过程；深刻理解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

民的选择；深度思考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第一集《开天辟地》，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建

党路上的选择。第二集《星火燎原》，聚焦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路上的选择。第三集《换了人间》，聚

焦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路上的选

择。第四集《东风浩荡》，聚焦中国共产党在改革

开放路上的选择。第五集《伟大复兴》，聚焦中国

共产党在新时代的选择。

《选择》运用了大量最新的科技手段，呈现

出新奇的视觉效果。比如通过 XR 技术，将访谈

现场设置于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通过 AI 算法

“复活”老照片，实现了现场嘉宾与历史人物的

“古今对话”；通过 AR 技术，实现了外场与演播

厅的无缝连接等。

节目还运用不同时代风格的动漫，大大丰

富了节目的影像语言；大胆使用创意短视频，迅

速拉近节目与年轻观众之间的距离。通过这些

舞台艺术的创新，《选择》让党史更生动，让理论

更通俗，更有利于引导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探索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

大型电视理论片《选择》开播

永顺老司城遗址成功申遗：

湖南世界文化遗产实现零的突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奕樊

【铭刻】

2015 年 7 月 4 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

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申

报的“土司遗址”通过审议和表决，成功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湖南由此实现世界文化遗产零的

突破。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是目前国内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市遗

址。

【追寻】

6 月 8 日，记者驱车来到永顺县，沿着蜿蜒

的盘山公路闯入一片翠绿之中，藏身于湘西深

山的老司城遗址在眼前豁然开朗。

“我饮老司城水长大，枕老司城的故事入

眠。”在老司村灵溪河畔，向盛福正在向游客们

免费讲解老司城的故事。今年 79 岁的向盛福老

人是从事土司文化研究的湘西本土专家，被誉

为老司城的“活字典”。

在向盛福的带领下，记者沿着石阶向上探

寻老司城，一个存在时间长达 800 余年的土司

王朝从历史的尘埃中缓缓走来。

为 探 寻 这 座 历 史 王 城 ，国 家 相 关 部 门 在

1995 至 2018 年间先后 5 次对老司城遗址进行考

古发掘、调查和勘探。考古发掘证实，老司城遗址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

的古代土司城市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堪称“土家族露天博物馆”。

作为土司时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湘西彭氏土司政权始

建于后梁开平四年（910 年），鼎盛时期辖 20 州，

范围涉及湘鄂黔渝等省市边区，止于清雍正六

年（1728 年）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世袭制度，

改为中央政府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历

时 818 年。

“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向盛福告诉记

者，老司城鼎盛时期可以说是“红灯万盏人千

叠”。记者在麒麟山俯瞰老司城遗址，可以清晰看

到老司城中心城区布局：25 万平方米中心城

区，按功能区划分为生活区、衙署区、墓葬区、街

市区、本地族群信仰区、中央文教区等。

矗立在彭氏宗祠的彭泓海德政碑记录了彭

氏政权几百年以来遵循盟约臣服朝廷，养民守

土的史实：在执政方面，湘西土司自彭氏家族继

位以来，对辖区内民众实行仁政。在立法上“去

猛存宽”，在执法上“易杀戮为鞭朴”，在选才用

人上则“用贤退吝”，在税收上“节用以恤民膏，

清赋而苏物力”。

时光如梭，尽管老司城繁华不再，但留下的

文化遗产至今令世人景仰。自 2010 年开始，省

委省政府便提出申遗设想，多次请求国家文物

局支持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 年

7 月 13 日，省政府成立老司城遗址申遗领导小

组，申遗从蓝图设想转入付诸实践阶段。

2013 年初，国家文物局正式明确湖南永顺

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播州海龙

屯遗址联合申报 2015 年世界文化遗产。由于老

司城遗址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申遗起步最早、

基础工作最扎实，国家文物局指定由湖南省文物

局牵头，三省三地联合开展申遗的相关工作。

“三处土司遗址‘捆绑’申遗，是因为它们各

有特色，在功能和性质上能够互补。”老司城博

物馆原馆长雷家森告诉记者，老司城遗址和唐

崖土司遗址是土司职级序列中不同等级的土司

治所，海龙屯遗址则是等级最高的土司军事城

堡。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完整诠释了土司制度。

2013 年至 2015 年，省政府连续三年将老司

城遗址申遗工作列入省重点工程。申遗期间，省、

州、县三级政府均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省政府和州政府连续三年将申遗工作纳入目

标管理绩效考核内容，确保申遗工作有序推进。

从党委政府到专家学者和当地百姓，老司

城申遗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努力。2010 年，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把老司城遗址作为考古工作

的重点，在短短 4 年间，取得了考古挖掘工作和

遗址价值认定的重大进展。为保护遗址的完整

性，当地 22 户村民搬迁，上万人次村民参与了

老司城遗址的发掘。

多年申遗路，一朝梦圆时。2015 年 7 月 4 日，

在第 39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湖南永顺老司城遗

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

合申报的“土司遗址”获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表

决通过，成为中国第 48 处世界文化遗产。

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所言：“土司遗址”系列

遗存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

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

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

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

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申遗成功，为永顺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和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雷家森说。老司城遗址独

特的魅力，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近 4 年来，

遗址平均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达 20 万人次左右。

老司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断攀升，从 2013 年的

2200 元增加到如今的 8000 元，真正共享了老司

城文化旅游的发展红利。

【感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

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

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

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迈入新时代，

我们要以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为契机，自觉

承担传承传统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历

史重任，进一步保护文化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

展，让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更多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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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老司城遗址。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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