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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域 甘秀珍

【村情概貌】

甘露村位于红色老区茨岩塘镇东南方向，共

有 375 户 1314 人。甘露村山林环绕，生态环境优

美。村内“红二、六军团兵工厂旧址”是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国防教育基地、国家

3A 级 景 区 。甘 露 村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乡 村 振 兴 ，

2020 年底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 万元，先后获评

“全国文明村镇”“湖南省脱贫攻坚示范村”“湖南

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等。

【现场见闻】

8 月 10 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龙山县茨岩塘

镇甘露村。放眼望去，四周群山环绕、草木葱茏，

中央地势平坦，一条小溪穿村而过，田园风光尽

收眼底。甘露村平均海拔 910 米，山下酷暑难耐，

山上却有丝丝凉意。

行走在甘露村，苍翠的玉米地和烤烟地，一

眼望不到边，像一张绿地毯铺开在大地上。一栋

栋精美大气的楼房，星罗棋布；一条条宽阔整洁

的柏油路，如项链般将一家一户串联在一起……

好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环境像画一样美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甘露村原名赶鹿坪，

水草丰茂、环境优 美 ，是 周 边 居 民 放 牧 驯 鹿 的

宝地。1935 年，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红二、六军

团 来 到 茨 岩 塘 镇 ，建 立 湘 鄂 川 黔 革 命根据地，

为当地带来革命的曙光，得到群众坚决拥护。红

军转移后，当地群众将村名改为甘露村，铭记党

的恩情。

穿行于甘露村，处处感受到这种浓浓的军民

鱼水情。红军兵工厂、群英山烈士墓等红军旧址，

保存完好，“贺龙怒斩熊贡卿”“红军战斗在龙山”

等宣传图文，随处可见。

群英山下的无名烈士墓，庄严肃穆，松涛阵

阵。不时有游人来此凭吊，缅怀先烈。村部旁的姚

家大屋，是红二、六军团兵工厂旧址。姚家大屋建

于明末清初，为土家族吊脚楼，由左、右院组成，

总面积 3400 平方米。走进兵工厂，红军克服艰难

险阻的生产生活战斗场景，令人仿佛回到了那个

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红色文化是我们村得天独厚的资源，今年

‘七一’前后，每天都有数百人来村里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甘露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姚善早介

绍，借助红色资源，甘露村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去

年接待游客超过 3 万人次。

沿着 2000 米长的小溪一路前行，河堤旁的

海棠、樱花、桂花、梅花，令人目不暇接。去年以

来，甘露村实施美丽湘西建设，修建沿河护栏和

游步道，“见缝插绿”沿河栽种 2800 株观赏花木，

一年四季都可以赏花散步。对河道彻底清理，每

家每户修建卫生厕所和污水处理池，以前臭气熏

天的臭水沟，如今成为村民茶余饭后散步休闲的

好去处。

公路两边，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满花草，把

院子打扮得花团锦簇。屋里窗明几净，垃圾分类

有模有样。“现在居住环境好多了，就像生活在画

里！”村民姚晓芹说。

日子像蜜一样甜

这 些 天 ，甘 露 村 村 民 汪 科 军 天 天 往 山 上

跑 。记者在山腰上找到汪科军时 ，他身穿防护

服，穿梭在蜂箱之间，仔细检查中蜂生长情况。

“眼下正是蜜蜂生长的关键时期 ，再有一个月

就可以收蜂蜜了，丝毫马虎不得。”汪科军揭开

一桶蜜蜂 ，看着密密麻麻的蜜蜂爬上爬下 ，眼

里满是欢喜。

汪科军今年 59 岁，养蜜蜂已有 40 多年历史。

“我们这里气候、环境好，适宜蜜蜂生长，酿出的

蜜质量高，供不应求。”汪科军告诉记者，他现在

养有 110 桶蜜蜂，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还在县城

买了房，“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哩！”

天上骄阳似火，林下一片清凉。正值烤烟收

获时节，甘露村成片的烤烟地里，到处欢声笑语，

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一个个烤房里，袅袅白烟

徐徐升起，如同一幅恬淡自然的山水画。

陈光勇今年种了 40 亩烤烟，上炕下架，他一

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今年烟叶大丰收，预计总收

入超过 15 万元。”从烤房出来，陈光勇顾不得满

身大汗，又开始编排青叶，准备下一轮烘烤。古铜

色的肌肤，是村民们勤劳的写照；一旁的房间里，

铺满了金黄色的烟叶。

“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发展蔬菜、玉米、油茶

等种植业，猪、鸡、鸭等养殖业，村民不仅享受产

业分红，还在合作社务工。”姚善早告诉记者，自

2018 年至今，合作社仅劳动报酬就发放近 100 万

元。

住在山腰上的村民田际贵，因身有残疾被评

为低保户，但他不等不靠，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

在当地传为佳话。走进田际贵家，房前屋后栽种

的各种花草，正在怒放；院子里喂养的 10 多只鸡

鸭鹅，悠然自得。“我还养了 10 多头猪和 2 头牛，

去年光卖猪崽，就赚了 1 万多元。”田际贵的妻子

周凤英一边热情地打招呼，一边从冰箱里拿出冰

淇淋招待大家。

“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人人都发家致

富。”提起如今的好日子，91 岁的村民姚绍玉笑

得合不拢嘴。

【记者手记】

山上山下，都有致富门路
莫成

有地种地，没地养牛。在甘露村，记者感受最

深的是村民们不等不靠、因地制宜、通过辛勤劳

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热情。

甘露村总人口 1314 人，耕地面积仅 1434 亩，

人多地少。甘露人不抱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找到多种致富门路。坝子上地平土多，村民充分

利用每一寸土地，种植烤烟、玉米、蔬菜；山腰上

耕地少，村民栽种油茶、养牛养蜂，林下经济风生

水起；紧挨着旅游景点的村民，开商店和餐厅，自

己当老板。

村口，桑龙高速姚家垭隧道施工现场，机器

轰鸣，一片热火朝天。预示着甘露村的未来越来

越好。

当年，村民拥护红军；如今，党的好政策滋养

着村民，使村子变美,使老百姓变富。红色土地上

的小康，底色正、成色足。

柳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大会上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

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我

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

得未来。为决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走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长征路，必须进行具

备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有把准斗

争方向，磨砺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才能继

往开来，无往不胜。

认清斗争形势，明确斗争对象。我们共产党

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

的。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也要看

到，我国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

着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

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凡是危

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

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

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

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伟大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

要来了，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发扬斗争豪情，磨砺斗争意志。斗争意志并

非与生俱来，只有经历烈火淬炼，风浪锤炼，才能

磨砺出敢打必胜的斗争勇气。1950年，世界头号强

国恣意挑衅，在敌我双方国力、兵力异常悬殊之

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

的大无畏精神，以超越常人的钢铁意志创造了“钢

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光辉典范。今天我们

“钢”更多了，更要“气多骨硬”，面对困难挑战，敢

于动真碰硬，以“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情壮志，

努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讲究斗争策略，增强斗争本领。“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斗争是一门艺术，既不能空喊

口号，也不能脱离实际蛮干，要讲究灵活机动

的斗争策略，把握时、度、效。既要在原则问题

上寸步不让，又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策略

问题上灵活机动，在斗争中谋合作，在斗争中

求共赢。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

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

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

中去，在复杂斗争中磨砺意志、淬炼思想，努力

提高斗争本领，提升斗争实效。

(作者单位：邵阳市委党校）

走进乡村看小康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文|虢安仁

北平解放前夕，我党为在北平开展情报策

反工作设立“甘陵情报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共

中央社会部系统的晋察冀社会部，主要成员有

甘陵、刘光国、刘之骥等。

他们不负重托，千方百计在步步惊心的华

北“剿总”司令部刺探军情，并克服重重困难穿

越国统区，为毛泽东一手策划现代版“空城计”

提供绝密情报。

蒋傅联军欲“穿心”，绝密计划送上门

1948 年 5 月，党中央由陕北转战至河北平

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

心。10 月，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东北战场锦

州、长春解放，华东和中原战场山东及豫北大

部解放。华北战场徐向前第 1 兵团攻太原，杨得

志第 2 兵团出冀东，杨成武第 3 兵团战察绥，傅

作义部疲于招架。

眼看东北战场失利，军心动摇，蒋介石心

急如焚，多次到北平与傅作义密谋。蒋、傅判断

党中央此时正在冀中一带，而冀中兵力空虚，

于是定下“穿心战术”：蒋出动“中央军”步兵，

傅出动骑兵，外称“援晋兵团”(增援阎锡山部)，

发动奇袭，欲摧毁我军指挥系统。

蒋、傅商定绝密计划后，即开始调动军队，

积极为奇袭做准备。此时，潜伏在华北“剿总”参

谋处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小组成

员刘光国等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将有大动作。他

们旁敲侧击，通过参谋处担任测绘员的同事崔

德义，了解到此次行动的绘图内容，分析判断敌

人行动的目标就在石家庄、阜平一带。

事关党中央安危，刘光国等迫切需要弄清

敌人详细的作战计划。正苦思对策时，作战计

划竟送上门来。原来，傅作义的作战命令均由

华北“剿总”用密码传递，具体由傅作义的亲信

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办理。10 月 22 日，何祖

修把发给 94 军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等

地的作战命令、计划交给刘光国等抄写。刘光

国如获至宝，于 23 日上午，将这一重要情报向

负责人甘陵报告。

情报有了，短时间内送出去却成了难题。

此前，甘陵情报小组秘密电台的天线被隔壁可

疑人员拉上了一根线，为避免暴露，报务员王

文撤回了解放区。电台发报不能启用，甘陵只

好把情报整理成一份要点、一份详细材料并进

行密写，缝在一件内衣里伪装好，又找到平西

情报站交通员刘之骥，要其火速送往解放区。

刘之骥会合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交

通员靳国璋，10 月 23 日下午 3 点乘火车前往解

放区。谁知火车行至河北派州西南的松林店，

无法前行。二人摸黑步行南下，一路上看到傅

作义的汽车部队鱼贯而行，时间紧迫。

10 月 24 日凌晨，刘、靳二人沿拒马河前行，

穿过青纱帐，终于在中午时分，赶到属于解放

区的西洛堡村，找到定兴县公安局局长黎平

琪，电话接通了军分区，军分区即刻报告华北

军区聂荣臻司令员。

刘之骥又电话报告当时满城情报站站长

王兴华，由王报告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10 月 25 日一早，刘之骥在西洛堡村听到陕北新

华广播电台播发消息《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

庄》,知悉情报要点已达党中央手中。

危在旦夕巧施策，三则电讯退万军

《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的广播响彻

全国之际，党中央实际上处境极其危险。因为

西柏坡几乎是一座“空城”，为了集中精力打歼

灭战，毛泽东几乎把所有军队调上了前线，就

连中央警卫团都被派去打太原了，石家庄并无

部队驻守。

此时，西柏坡只有一个警卫连及部分地方

武装，总共不过千人。而傅作义十万机械化装

备的部队正在向保定集结，如果依靠快速运输

和空中优势不顾一切地突进，3 天之内即可抵

达石家庄。距离石家庄不足 100 公里的西柏坡

危矣，党中央危矣!

形势危急！党中央一面做好撤退准备，一

面急命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立即向保定进发，

第三纵队以 5 天行程星夜赶往望都，东北野战

军第十一纵队迅速进入冀东，威胁北平，迫使

南下的傅作义部队回头。同时，连夜调中央警

卫团乘火车赶回西柏坡。

虽然部署完毕，但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需要

时间，不测随时可能发生。于是,毛泽东依据甘陵

情报小组和其他渠道获得的蒋、傅联军的准确

动向，继发表《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电讯

对傅作义的偷袭计划进行彻底揭露之后，10 月

27 日,又以更强硬的口气发表了《华北各首长号

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紧急动员一切力量迎击匪

军进扰》的电讯。电文称我军对傅军偷袭计划了

如指掌，已做好痛击傅军的准备。10 月 31 日,

毛泽东又写了新华社评论，嘲讽敌人只有几个月

就要完蛋，还想偷袭石家庄，还想不想要北平？

蒋介石和傅作义听到以上三则电讯后大

为震惊。傅作义派出的偷袭部队受我“攻心战

术”和军民不断阻挠的影响，报告到处是地雷，

寸步难行，建议停止进攻，傅被迫急令刚刚集

结的部队撤回北平。

敌军的迟疑和慌乱为我军赢得了宝贵的

时间。我军增援部队陆续回援，先头部队甚至

还对傅作义的偷袭部队进行了截击，敌军损失

官兵 3700 余人和大批战略物资。

11月1日，蒋介石和傅作义才弄清楚，中共中

央就在距石家庄百余里外的西柏坡，且无重兵守

卫。蒋、傅联军错失扭转战局的难得战机，追悔莫

及。毛泽东则凭借甘陵情报小组提供的准确情报，

导演了一出“电讯退万军”的现代版“空城计”。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战争版“空城计”》《炎黄春秋》

2020年 03期

《中共获取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秘密情报的

四条渠道》《百年潮》 2013年 03期

《我党是怎样获得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秘密

情报的》《兰台内外》 2014年 06期

让历史昭示未来
——党史学习教育理论笔谈

8月 3日，风景如画的龙山县茨岩塘镇甘露村。 曾祥辉 摄

甘陵情报小组：

星夜传绝密 电讯退万兵

发扬斗争精神
努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甘陵（资料图片）

▲ ▲（上接1版）

贡嘎县高原蜂蜜生产基地投产；隆子县引资

3.5 亿元建设藏香猪养殖基地；桑日县瞄准葡萄

种植酿造，打造万亩葡萄基地；扎囊县发展果蔬

种植、文化旅游……立足山南资源禀赋，湖南援

藏因地制宜培育主导产业。同时，推动“藏品入

湘”，开展“百家湘企入藏”精准招商，大大激活了

援藏力量和市场力量，推动输血援藏向造血援藏

转变。

产业茁壮成长，深刻改变了农牧民的命运。

2018 年，湖南对口支援的 4 个县全部脱贫摘帽。

2020 年 ，山 南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5874

元，是 1994 年的 16.5 倍。

“终于告别了苦日子，心里特别美。”在桑日

县桑日镇葡萄基地就业的梁杰说，湖南支援讲方

法、接地气，幸福生活有奔头。

对幸福感受更深的，是扎囊县阿扎乡村民卓

玛曲吉。

该县植物种苗繁育基地，这个面积近万亩的

生态扶贫项目建成后，周边群众享受到了保护生

态带来的红利。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西藏考察说，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卓玛

曲吉说，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让家乡更绿了。

山南是西藏生态屏障的重点区域。湖南生态

援藏“三部曲”，提升了山南生态环境系统造血能

力。湖南正加大生态援藏力度，守护好这里的生

灵草木、万水千山。

天翻地覆慨而慷，更宏伟的画卷徐徐展开。

“27 年来，湖南累计投入援藏资金和物资约

20 亿元，建设项目 400 余个，牢牢把握 80%的资

金投向基层和民生的底线。”省发改委湘西地区

开发和对口支援处负责人介绍，湖南省“十四五”

援藏规划已编制完成，今年围绕智力援藏、产业

援藏、保障民生、交往交流等重点，规划建设项目

44 个，总投资约 1.33 亿元，为山南经济发展注入

澎湃动力。

格桑花芙蓉花竞相绽放

隆子县玉麦乡地处西藏边陲。曾经很长一段

时间里，这里只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

嘎、央宗一户人家。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给卓嘎、央宗姐妹回信，希望她们继续做神圣国

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牢记殷殷嘱托，湖南与山南一道建设好玉

麦，推进 6 个边境小康村建设，坚定不移稳疆固

边。

2018 年，总投资 1.2 亿元、湖南建工集团等

多方力量参与的玉麦“幸福美丽边境小康示范

乡”项目建成，漏雨的石头房子变轻钢藏式民居。

如今，玉麦常住人口达到 56 户，面貌焕然一新，

祖国边疆一颗璀璨明珠冉冉升起。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

教育援藏，我省探索“全领域覆盖、全过程培

育、全方位结对”的“三全”教育模式，开办长沙望

城一中山南高中代培班、湖南一师西藏山南师范

班，对口支援山南三小，建立从小学到本科各层

次的学生培育体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山南师范

班实施“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公费师范生培养计

划以来，为西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小学全科型教

师。

湖南组团援藏山南市三小，开展师徒结对、

全员教研。援藏教师李想与山南三小教师米玛卓

玛结为师徒后，米玛卓玛专业素养提升，对教学

有自信了，在全市青年教师学科竞赛中荣获英语

组第一名。

医疗援藏，引进湖南省人民医院等重点医

院，结对帮扶山南市藏医医院。组团式医疗援藏

以来，帮助山南成功创建 1 所三甲医院、3 所二甲

医院。援藏医疗专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103 项，

其中 38 项填补了西藏医疗技术空白。

湖南在教育、医疗等援藏项目上力度逐年加

大，既“请进来”，又“走出去”，不仅促进了山南经

济社会发展，激活了山南干部人才队伍的内生动

力，也拉近了各民族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党政代表团互访考察，各行业人才学习交

流，开展湖南人游山南等活动……27 年来，两地

组织交往交流达 300 多批次 4000 余人次，湘藏各

族干部群众思想上的共鸣、文化上的认同、感情

上的交融不断升华。

芙蓉花，格桑花，花开并蒂湘藏缘。

“山南是西藏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藏文化之

美令人惊艳！”中国西藏雅砻文化旅游节在山南

和湖南两地举办以来，越来越多湖南投资商和市

民游客对山南充满向往。

来湘参加交流活动的山南市乃东区文化馆

馆长平措桑珠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

团结的种子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不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参与采写：龚杰媛 刘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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