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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石立新 龙涵

【村情概貌】

牛角山村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

县城南 12 公里，村域面积 9.8 平方公里。全村 313

户、1306 人，95%为苗族，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2020 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23618 元。该村发展茶叶 10800 亩，带

动周边 8 个行政村上万人受益，去年茶叶销售额

达 1.1 亿元。发展茶旅融合，去年接待游客 84 万人

次，安置村民涉旅就业 500 余人，旅游综合收入

1.3 亿元。

【现场见闻】

8 月 17 日，记者前往牛角山村采访。一路上，

道路两边层峦叠翠，云雾缭绕。峡谷里，山涧溪流

与绿荫相映成趣。

“群群畜禽山中鸣，青青茶园天边挂，桌桌佳

肴美味香，队队游客苗寨乐，声声颂唱党的恩……”

全国人大代表、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

记龙献文创作的这首歌，是牛角山村的真实写

照。

青山多秀色，茶香润人心

雨后牛角山，茶园碧如玉。一进村，龙献文热情

地带记者去看牛角山的茶园。坐上越野车，只见后

备箱里，柴刀、手套、套鞋、绳索等工具一应俱全。

一阵发动机的轰鸣过后，来到山顶。目之所

及，郁郁葱葱。牛角山万亩生态有机茶园，位于海

拔 800 米至 1200 米之间。漫山遍野的茶树，或是

将山顶围成圆盘，或是划出一段优美的曲线，随

山势铺展延伸。

高山掘绿金，云雾出好茶。年产 1000 吨的茶

叶加工生产线，位于茶园腹地。“生产线的建成，

极大增强了村里茶叶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打通

了种植、培管、采摘、加工、销售链条。我们注册的

‘黛勾黛丫’茶商标，苗语是‘阿哥阿妹’的意思。

现在，牛角山的‘阿哥阿妹’，正带着全体村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走遍世界。”龙献文自豪地说。

绿茶、红茶、黑茶，香飘天下。“黛勾黛丫”把苗

家人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一腔深情，揉进了民族

团结一家亲、同心共富的实践中。当天，500多公斤

牛角山茶叶，通过电商渠道发往全国各地。

“看，那就是‘白叶一号’茶园，即将进入中产

期。目前正在培管，每天有 30 多名村民在茶园里

干活。茶园也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观光景区。”龙献

文指向一片错落有致的茶园说。

这一片白茶，是龙献文 2018 年争取到的“致

富茶”，面积从当初的 530 亩发展到现在的 1190

亩，且“飞地”到了临近的翁草村。

山高不觉远，浮云踩足边。在白茶园走了很

长一段路，记者才来到正在茶园除草作业的几位

“阿哥阿妹”面前。

“三哥好！”村民热情地打招呼，“三哥”就是

村民对龙献文的昵称。

连日来，在村里统一安排下，龙秀芝和 10 多

名村民清早便上了山。龙秀芝家有 10 亩茶园，除

了采茶期上山，一家人平时在家门口招呼游客喝

茶，卖茶叶、干菜等土特产。种茶、卖茶、品茶，龙

秀芝一家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苗寨好风情，茶旅业态兴

山脚下，是牛角山村千年夯吾苗寨，一色的

苗族青瓦木房，鳞次栉比。

从 2009 年开始，牛角山村围绕青山绿茶成立

合作社，以茶促旅、茶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先

后打造出夯吾苗寨、夯吾戎寨景点。苗语“夯吾”，

意为“小溪边美丽的苗寨”。

夯吾戎寨长龙宴厅，也是苗族餐饮非遗文化

展示体验厅。记者到来时，工作人员正在对大厅

清扫和消毒。“这里可供 800 余人同时就餐呢！”夯

吾戎寨景区负责人张涛介绍。

为了带动百姓致富，村里特意为村民打造“边

边场”，设立近百个免费门面摊位，供村民经营。

“边边场”附近，一栋苗族特色的婚嫁楼格外显眼。

“这栋楼的故事可不简单！”张涛说，户主龙

祖华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早年因病致

贫。村里通过发展茶叶有了良好基础，既资助龙

祖华治好了病，又借款给他购车跑运输，还帮助

他修缮房屋。

现在，龙祖华家的房屋返租给村里的旅游公

司，打造为婚嫁楼景点，他既可获得租金，家人还

在婚嫁楼上班，自家茶园入股合作社可得分红，

汽车为旅游公司服务可得运费，村里还提供免费

门面摊位……一家 4 口年收入不少于 16 万元。

站在高处，俯瞰村寨，10 多栋在原址改造的

特色吊脚楼，正在紧张施工。锯木的机声，不时打

破山里的宁静。

今年 45 岁的龙民众和妻子平时在“边边场”

摆摊，他们拿出近 50 万元改造“品茶楼”，就是看

好村里茶旅融合前景。

“村里的旅游公司将返租‘品茶楼’的部分功

能区，龙民众家人可在自己家里给公司上班。”龙

献文介绍，目前正抓紧改造房屋的龙进、龙光华

等村民，其房屋都有不少功能区被村里租下来，

有几户村民的房屋还是村里出资“穿衣戴帽”再

返租给村里。

“这既可实现村集体的旅游公司、苗寨、村民

利益联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提升村民幸福

感、获得感，又能让景区景点更接地气，更有‘烟

火味’，让茶旅融合更有底气。”龙献文说。

香约茶旅，同醉夯吾。苗寨大门处，多台大巴

车上的游客下车。苗家阿妹唱响了苗歌，一碗拦

门酒，让游客感受苗家人的热情好客、热烈缠绵；

苗家汉子拿着火钻，带记者穿越到原始社会，体

验先人的艰辛与智慧；扮新郎、装新娘的互动节

目，宛如回到初恋时光；上刀山、下火海等节目，

大显苗族巫傩文化风情魅力。

■记者手记

产业兴村 旅游富民
李寒露

山似牛角，昔日牛角山尖而陡、贫而瘠；今日

茶园吐绿金，特色村寨米酒飘香、苗鼓欢畅。

牛角山通过一片茶叶，打造乡村振兴的一个大

产业；通过一个苗寨，打造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

家园；唱好一首歌，保护、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举好

一面旗，始终把基层党建引领摆在首位，实现山峰

种茶、山腰养殖、山脚旅游，产业兴村、旅游富民。

牛角山茶叶和旅游两大支柱产业，如峥嵘牛

角，一角带着村民奔跑在小康大道上，一角带领

周边更多村寨“牛”起来。

记者采访时，听到老老少少喊出声声充满敬

意的“三哥”，感受到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在群众

中的威望。近年来，村支部围绕产业特点，创新工

作思路，带领广大群众，通过“党总支部+公司+专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金融”模式，以产

业建设为主体，建立农户以土地、资金入股入社，

从土地流转租金、劳务、订单农业、分红、特殊帮

扶等方面与村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旺了一方经

济，富了一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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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夯吾苗寨。 张勇 摄

走进乡村看小康

文|虢安仁

半截名片，一张草图，一个神秘女人，引出

“1950 年美国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案。2004 年

外交部解密的一批档案中，一份密封了 54 年的

文件揭开了这一案件的神秘面纱。

香港姐姐来探亲
脂粉盒里藏名片

1950 年的中国，滞留中国的外国人很多，

美蒋敌特活动猖獗。美国驻华使领馆虽然撤走

了，但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的各国间谍还在我

国内伺机活动。

为做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的安保

工作，公安部成立专项工作组，由部长罗瑞卿主

抓，主管反谍业务的副部长杨奇清具体抓。经常往

来美国办事处的外国人首先纳入工作视线，缩小

范围后，锁定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

人）、哲立（意大利法西斯党徒）、魏智（法国人）、甘

斯纳（德国纳粹党徒）、马迪儒（意大利传教士）等

重点怀疑对象。侦察员分头对其监视跟踪。

1950 年 9 月的一天，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

女人走进意大利人哲立在北京第五区南池子

宫豆腐坊 15 号的住所。不过十几分钟，神秘女

人走了出来，又飘然远去。巷子口一名男子接

到信号，远远地跟了上去。

哲立，1921年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

海关总督。1943年起，为日本侵略军做谍报工作。

日本投降后，为美国间谍机关服务。北京解放后，

美国领事馆和武官处撤走，他成了无业侨民。

巷子口负责跟踪的是我侦察员沈继宗。沈继

宗带回了这个神秘女人的信息，并向科长曹纯之

汇报。经研究，公安人员决定正面接触这个女人。

原来，这个女人叫程娜，与她同住的是刚从香

港回来探亲的她的姐姐程梦。香港当时是很多间

谍和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这个时刻突然回来的程

梦进入侦察员的视线。专案组立刻对程娜家进行

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正当准备收队

时，一名侦察员敏锐地发现，程梦神色慌张地偷瞄

在搜查过程当中被放置一旁的一个脂粉盒。

侦察员们立即打开脂粉盒，里面除了一些

耳环饰物之外，竟然放着半张名片。

虽然名片只有半张，但还是能清楚地辨认

出上面写着“包瑞德”。

包瑞德，前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美

国中央情报局间谍，“中国通”。抗战时期，曾作

为美军观察组组长代表官方访问延安，受到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为什么包瑞德要派人千里迢迢送半张名

片给哲立？我公安人员决定将计就计，让程梦

按计划把这半张名片给哲立。

东京购买灭火机
草图直指天安门

几名重点怀疑对象在这个时期非常活跃，

常常出门会友，还借周末办舞会公然聚会。似

乎在商议大的行动，却摸不清他们要做什么。

1950 年 9 月 18 日，北京东单北京国际电讯

电报邮局，一个肩披印花绸巾的伊拉克女人走

进大门，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后匆匆离去。

那是一封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信件。内容是

用罗马拼音写的日文，翻译过来为“CIC总部：所

购灭火机定于 10月 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

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落款人为“山口隆一”。

信件中还有个便条，用英语写着“重要情

报”，还有一张绘制着天安门城楼草图的铅笔

画，画面上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

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语写着“从日本

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

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上的一个人，左边用日

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

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

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

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上天

安门城楼，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

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由于寄信人山口隆一几个月前就进入了

公安部门的视线，这封信很快被我截获。

“10 月 1 日”，“灭火机”，“天安门”。

从内容上看，这似乎是一件普通的买卖生

意。然而，当时的北京怎么可能与美国占领下

的日本进行灭火机买卖？普通百姓做生意，又

怎么会使用 CIC 这个缩略语？还有，CIC 到底

是什么意思呢？

10 月 1 日，天安门。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

点，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此时，距离 10 月 1 日仅余十几日，千头万

绪落在这张手绘草图上。

我公安部门经过严密分析，终于发现，CIC

是日本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的缩写。这

让整个事件性质得以明确：这就是一个间谍案。

负责跟进此项侦察工作的侦察员孙有光

分析，那张手绘天安门草图中的抛物线弧度，

与“用迫击炮轰天安门”的角度惊人地吻合，并

且山口隆一的居住地就在天安门附近，“迫击

炮有效射程之内”。

可这个行动明显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这个

外国间谍团伙到底有多少人，具体行动方案是什

么？而且如果情况属实，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第一个涉外大案，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会影响新

中国的国际形象。事情十分敏感，涉外案件必须报

周恩来总理审批，办案人员不得不慎之又慎。

炮轰行动在国庆
教堂搜出迫击炮

监视跟踪山口隆一的侦察员刘铁城发现，

1950 年 9 月 ，山 口 隆 一 曾 两 次 前 往 天 安 门 城

楼，并在金水桥附近转悠，隔会就抬头看看城

楼，不时写写画画，仿佛在写生。

1950 年 9 月 26 日，山口隆一去了西堂子胡

同和金鱼胡同之间的八面槽邮局寄信。信封上有

寄信东京某地的字样。此信被我公安机关截获。

原来，前面山口隆一发出的含有手绘天安

门草图的挂号信，就是个“炮轰天安门”的行动

计划。香港送来给哲立的半张名片，与意大利人

李安东手中的半张名片正好能合上，其实是美

国中情局间谍包瑞德给的“批准行动”的信号。

在 26 日的这封信中，山口隆一对前期的

“炮轰天安门”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

并具体阐述了准备采取的办法。山口隆一还写

到，事情很突然，里面可能有枝节，如果是那样

的话，“就要逃跑，别无他法”，如果计划没能实

施而又没暴露的话，“打算立刻躲起来，但决不

放弃这个重要任务，所以这点请放心”。

就在此时，负责外围警戒的天津公安局发来

紧急情报，德国人甘斯纳购买了从天津去往香港

的九张船票，其中 9月 30日一张，10月 1日和 2日

各四张。这是在为整个间谍团伙准备后路！

情况紧急。罗瑞卿、杨奇清立即赶往中南

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汇报案情。周恩来看完相

关工作材料后批示：“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为确保 1950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国庆大典

的安全，9 月 26 日下午，公安部迅速集结京津

冀及沈阳的优秀侦察员，并制定了分两步抓捕

的行动方案：9 月 26 日当晚先对李安东、山口

隆一、哲立、甘斯纳、马新清等 5 人进行抓捕，

留下有天主教堂、法文图书馆等稳定职业作掩

护的马迪儒和魏智再观察一段时间。

1950 年 9 月 26 日晚上 9 点，公安部及北京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计划在北京统一行动，

5 名对象均被当场抓获，搜查出大量武器、往来

信件和各类情报，还在李安东住所搜出青酸钾

烈性毒药两包。

又过了一段时间的侦察，1951年 3月 11日，

魏智被捕；同年 5 月 12 日，马迪儒被捕。在马迪

儒所在的西兹府的教堂里搜出迫击炮 1 门，炮

弹、步枪、手枪子弹 259 发，手榴弹 8 枚，兵器零

件 273 件，以及关于“西平街战役”、抚顺、察哈

尔、宣化和佳木斯等地情况的情报底稿 16 件。

至此，阴谋炮击天安门的 7名罪犯全部落网。

主要参考文献：

《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朱振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50年：破获“炮轰天安门城楼”案》《中

国档案报》2015年 3月 20日

《侦破“炮击天安门”案亲历记》《当代北

京研究》2012年第 2期

半张名片牵大案
一张草图泄机密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 ▲（上接1版①）

在推动与纪检监察系统的协作配合中，围绕

巡前情况通报、人员抽调、沟通协调、成果运用、

整改监督等各方面，突出巡视准备、了解、报告、

反馈、移交、整改等各环节，逐一明确了省纪委监

委办公厅等 18 个内设部门、派驻（派出）机构、省

管企业及省属高校纪委的职责权限，使“做什么、

怎么做，何人做、何时做”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充分吸收了近年来我省巡视与有关部门协

作形成的经验做法，把实践做法固化为制度，通过

细化责任分工，规范操作流程，做到有规可依。”该

负责人介绍，比如，规范人员抽调，明确由省纪委

监委组织部加强统筹谋划，有计划地安排新提任

纪检监察干部和优秀年轻纪检监察干部参加省委

巡视工作。加强整改监督，明确省委巡视组组长带

头参加被巡视党组织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省委巡视办会同相关监督检查室对整改情况进行

抽查，对整改情况和成效进行综合评估。

在推动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中，完善了与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的协作配合机制，结合

巡视深入开展选人用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情况专项检查，细化每个环节的工作重点和具

体要求，做到人员同步配置、工作统筹安排、整改

齐抓共管，重要问题共同会商、同向发力，精准有

效开展政治监督。

比如，明确由省委组织部抽调人员开展选人

用人专项检查，并负责督促被巡视地区（单位）抓

好整改落实，将整改落实情况纳入班子建设、干

部选拔任用、日常管理监督和绩效考核内容；省

委宣传部建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

查人才库，每轮巡视开始前，从人才库抽调一定

数量人员组成若干检查组参加巡视工作，发现的

重要情况和问题纳入巡视报告内容，并跟踪督促

被巡视地区（单位）抓好整改落实，等等。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建立了与省直政法机关的协作机制，从

约谈询问、信息查询、配合巡视巡察、建议审查、

提请关注督办、法纪咨询、情况通报、督促整改

8 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畅通巡视与各级政

法、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渠道，

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巡视是一个综合监督平台，工作不能单打

独斗，需要联合作战。通过建立巡视与相关部门

有序衔接、互为补充的监督联动机制，构建巡视

整改监督闭环，增强被巡视党组织整改的外在压

力和内生动力，让巡视利剑更加精准锋利。”该负

责人表示。

据悉，4 项协调协作机制已同步要求各市州

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参照执行，为

市县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巡察监督工作格

局，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范本。

▲ ▲（上接1版②）

强化贯通融合，方能形成监督合力。推进巡

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是党中央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必然

要求。此次我省印发 4 项协调协作机制文件，正是

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比如，在

推动与纪检监察系统的协作配合中，围绕情况通

报、人员抽调、沟通协调等各方面，突出巡视准

备、了解、报告、反馈、移交、整改等各环节，逐一

明确了 18 个内设部门、派驻(派出)机构、省管企业

及省属高校纪委的职责权限；为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一步建立健

全了与省直政法机关的协作机制……思想认识

更加统一，工作步调更加一致，监督措施更加有

力，让巡视综合监督平台的作用更加彰显。

为政之要，莫先于人。巡视是锤炼干部的熔炉，

4项协调协作机制在抽调干部参与巡视上作了明确

规定。例如，明确由省纪委监委组织部加强统筹谋

划，有计划地安排新提任纪检监察干部和优秀年轻

纪检监察干部参加省委巡视工作;完善了与省委组织

部、省委宣传部的协作配合机制，做到人员同步配

置、工作统筹安排；省委宣传部建立了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人才库……参与巡视工作的人

员专业性大大增强，不仅提升了巡视发现问题的能

力，也提升了巡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8月24日上午，省委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十一届湖南省委第十二轮巡视正式启动，将对 10所

省属高校、4家省管企业开展巡视。4项协调协作机制

文件的印发，必将为巡视更好地发挥综合监督作用

和联系群众纽带功能提供坚强制度保障。横向全覆

盖、纵向全链接，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巡

视监督工作格局，将大幅提升巡视工作力度、广度、

深度和效果，巡视这把利剑必将更加精准锋利。

8月 24日，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竹联村，县道、村道有序分布，高速公路穿村而过，与民

居、青山、碧水、稻田相互交织，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严钦龙 吴小艳 摄影报道

畅通交通 赋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