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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的告白

张鹏程（平江县福寿山镇蒋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

仲夏时节，作为青年观察员，我跟随湖南日

报采访团一路追寻。

从 天 岳 书 院 到 平 江 起 义 纪 念 馆 ，从“ 通 平

修”再续情谊、麻辣王子壮士断腕、山润油茶坚

守初心，到高和村、三里村打造特色产业、文明

乡风……我重温了那段血与火的岁月，触摸到了

一个崭新的平江。

驻足平江“烈士地图”前，革命先烈们英勇果

敢、无所畏惧的精神，让我深受震撼。站在一片繁

华的金银花基地上，新时代党员干部们持之以恒

推动改革发展的奋斗精神，更让我倍感振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前，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大幕已拉开。作为一名 90 后驻村干部，

我积极履职，抓实基层党建、保障饮水安全、服务

项目建设、探索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征程

中挥洒汗水。

这些努力和付出，是驻村干部的使命、责任

和意义所在，也为我们写给红土地的“告白信”注

上最佳韵脚。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一个又一个清晨，

我将伴着蒋山黎明的日光醒来，用奋斗开启新的

一天，以实际行动回报这片红土地和乡亲们。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笑雪 唐亚新

俯瞰平江，汨罗江如玉带般穿过，江水孜孜不倦，滋

养大地。

站在碧潭的浮桥上，仿佛还能听到平江起义的枪声。

94 年前，数百双带泥的草鞋踏过这里，奔向县城，跃上井

冈，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追寻革命先烈的步伐，平江儿女以坚定果敢的姿态，

投身改革发展大潮。

7 月初，记者来到这片红土地，聆听一声“惊雷”跨越

近百年的历史回响，感受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实践，探寻

推动区域合作、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精神“密码”。

火种燃 铸牢“铁三角”

彭德怀站在台上发表讲话，斗志昂扬。士兵们高举手

臂，群情激奋。

7月 5日，平江起义纪念馆内，一拨拨参观者走进这个

雕塑和油画组成的空间，沉浸式感受操场誓师的超燃时刻。

伴随讲解员抑扬顿挫的声音，记者与游客一道，穿越

回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撤出平江县城，途经修水，翻过幕阜山，跨过锦江，奔

赴井冈山，在宁冈胜利会师……大家跟随红五军“转战”，

心情跌宕起伏。

“平江起义有力地支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促进了湘鄂

赣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平江起义纪念馆管理处副主任李

醒狮说，革命的火种在三省边界燃起。

“我的外曾祖父余贲民，在这里奋斗过，也为这里献

出了生命。”平江县住建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奇武盯着湘鄂

赣革命根据地示意图，眼神闪过亮光。

陈奇武讲述，余贲民早年带着 5 个子女闹革命，后担

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等职。1933 年，为了掩护

湘鄂赣省委转移，他正面迎敌，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将 45

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江西万载。

新时代，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抱团发展，形成“中三角”。

“烈士的鲜血，将‘中三角’紧紧联系在一起。”站在平

江“烈士地图”前，李醒狮感慨。

如今，“中三角”升级为“铁三角”，共推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

平江，成为合作的重要“支点”。

去年 9 月，《长江中游三省“通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

建设框架协议》签署。湖北通城、湖南平江、江西修水约

定：积极探索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路径。

记者走访多地，感受喜人之变。

驱车穿行于通平高速，挂着各省牌照的货车从旁边

经过。车上，多是平江火“出圈”的网红美食。

从通平高速南江收费站驶出，经通景公路，8 分钟即

至平江天岳幕阜山景区。历史的硝烟散去，一幅草木深

翠、好鸟相鸣的画卷徐徐展开。

“真索利！”在上山索道处，几句湖北通城方言传来，

十几名游客手持湘鄂赣文旅一卡通上了缆车。

手持这张价格 99 元的卡，可畅游平江、通城等地。据

介绍，2021 年，湖北籍游客占天岳幕阜山景区游客总数 4

成以上。

继续东行，抵达平江石牛寨梦幻谷景区。淙淙溪水送

来清凉，人们举着手机在鱼鳞坝前“打卡”。

投资者朱丁保是江西修水人。在他印象里，小时候老

人们说起革命故事，少不了提到湖南平江。

“后来一到平江，就被石牛寨的秀美风光震撼了。”朱

丁保说，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三省核心旅游夜生活集散地

与目的地。

平江县委书记李勇表示，平江将结合红色资源、绿色

禀赋，与通城县、修水县共同推动生态共护、发展共享、交

通互联、产业互兴、民生互利，打造次区域合作的典范和

绿色发展的样板。

距京港澳高速出口约 1 公里，平江高新技术产业

园坐落于此。

制药级洁净车间内，面粉经过高温挤压熟化，有

了筋骨。又经历切段、拌料、封口等工序，化身为新鲜

可口的辣条。

平江是辣条发源地。作为休闲食品产业的代表，

辣条行业带动近 7 万人就业，为这个曾经的国贫县脱

贫摘帽立下功劳。

然而，平江人曾对“辣条”讳莫如深。

“行业初创期，企业一哄而上，多是小作坊粗放

生产，质量难保证。”湖南麻辣王子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玉东有着 20 年从业经历。他回忆，那时遇到有

人问，总是含糊地说自己做熟食生意。

“问题辣条”时有曝光，“低端”标签挥之不去，消

费者信任难以建立，行业何去何从？

痛苦的思索中，平江人骨子里求变、不服输的劲

儿上来了。张玉东决定：从低潮中突围！

2013 年，张玉东砍掉销售最火爆的“一块钱辣

条”，谋求转型升级。

“当时这款产品销售额 2 个多亿，占总销售额的

一半以上。”张玉东说，咬牙坚持下来，是因为行业

“尊严”必须捍卫。

升级原料，建立行业首个制药级车间，开设辣条

专业班……张玉东带领企业加快创新，引领行业新

风潮。

蜕变后的平江辣条，堂堂正正走进各大商超。

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练中说，产业

链上游花椒、辣椒、油菜等农产品种植，以及下游物

流、电商等产业发展，因此愈发红火。

麻辣王子厂房不远处，是山润油茶的生产车间。

金黄的茶油被灌装入桶，密封、包装，运往全国各地。

过去，平江山上油茶树多，几乎村村都有榨油

坊。但土法榨油，出油率低、杂质多。

“如果管好油茶树，利用先进设备榨油，提高产

量和品质，乡亲们将受益良多。”山润油茶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飞鹰说，为了探寻一条油茶高

效利用之路，10 多年来，企业矢志不渝开展研发攻

关，和湖南农业大学合作，引进水法提取技术，实现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百亩茶山十担油，既娶媳妇又盖楼。”如今，山

润油茶在全省打造了约 118 万亩标准化油茶基地，惠

及万余农户。企业的路子也越走越宽，多年位居中国

油茶籽油加工企业十强之首。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平江成为全国油茶标准化

生产示范县。全县现有油茶林面积近 80 万亩，年可产

茶油 5600 多吨，年均产值突破 10 亿元。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三市镇高和村。村党支部书记孔拥

军迫不及待地拉着我们去看“宝贝”。

登上山坡，置身广袤的梯田中。错落有致的苗木间，黄

白相间的小花吐着花蕊迎接艳阳。

“这是金银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泡水、入药、做牙膏

都行。”孔拥军捻下几朵花放在掌心展示。

这片基地原是高和村一座荒山。3 年多前，金宝园公司

看中了这里，想投资试种金银花。

高兴之余，孔拥军却犯了难：如何进行土地流转？

村“两委”行动起来，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定下“确股确

权不确地”模式，即每户有量化的土地，但不具体分到户，而

是把土地换算成股份的形式确认给村民。

“村里把地拿走，不给收益怎么办？”“看不到地在哪，靠

得住吗？”一些村民发出疑问。村干部一次次上门做思想工

作，解释怎么确股、怎么分红，终于得到支持和响应。

“土地资源‘活’起来了。”孔拥军说，结合“党支部+合作

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金银花基地发展势头很旺，带

来了“真金白银”。

孔拥军算了一笔经济账：现有的 3000 亩金银花年产值

约 2400 万元。盛产期后，预计每亩产生纯利润 8000 元，村民

年人均收入增长至 2.5 万元左右。

“走，再带你看看！”孔拥军领着记者四处参观，热情地

介绍——

“别小瞧了这 400 亩澳洲茶树，今年预计可提炼 7 吨精

油，可以用来做高档化妆品。”

“杨槐水库到了。我们计划与国画大师周令钊合作，在

这里打造一个美育基地。大家可以来看艺术展、旅游、研

学。”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乡风文明是保障。

梅仙镇三里村村部门口，张贴着村规民约和 2021 年家

风优良家庭展示海报。

“村规民约、家风建设、移风易俗，是村里基层治理‘三

大法宝’。”梅仙镇党建办主任、三里村联村干部凌争说。

“22 个小组，根据各自情况调整村规民约。”三里村党支

部书记李端阳举例：靠近果园的虎形组，把“禁止盗采水果”

写进了村规民约；与水库挨得比较近的川坡组，则加了“禁

止乱倒垃圾、畜禽污染物”等内容。

李端阳说，村里将家风评议纳入村规民约，每年进行家

风等级评定，奖优罚劣。

文明清风，吹进群众的心。

61 岁的三里村村民易秋涛，过去四处打零工，不爱说

话，比较消沉。

“驻村干部常来我家，劝我别放弃希望，打起精神过日

子。”在大家帮助下，易秋涛找到了工作，娶了老婆，生活越

来越幸福。“我们家还是家风优良家庭呢。”易秋涛自豪地

说。

平江之行接近尾声，一些场景在记者脑海中反复播放。

“我调岗到技术工种，工资涨了，学习机会多了。”麻辣

王子生产部技术设备员陈根来分享好消息。

“今年女儿考上大学了，是一本。”颜家村村民姚细贵眼

里满是骄傲。

劲仔食品总经理童镜明期待，公司生产的深海小鱼仔

在全球销得更旺，让湖湘风味飘香世界。

坚定的神情、爽朗的笑声、憧憬的神态，令人印象深刻。

94 年前，平江起义把为工人农民服务作为价值追求。如

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是这片红土地上党员干部的深情告白。

一张张笑脸，则是最好回应——这片红土地和它的人

民，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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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三市镇高和村。通讯员 摄

7月 5日，湖南麻辣王子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制作

辣条。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平江起义纪念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青年观察】

【红色印记】

1928 年 7 月 22 日，平江天岳书院前坪，800 余名

勇士列队集结。

领头人是当时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

彭德怀，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3天前，彭德怀在密电中得知黄公略等人党员身

份暴露，决定发动暴动。

“我们起义了！为工农兵服务开始！”彭德怀拔出

手枪，发出号令。

枪声响起，刺破苍穹。

勇士们跨过汨罗江上的浮桥，迅速占领县城。一个

半小时，就解除了反动军警 2000多人的武装，活捉反

动分子200多人，救出上千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起义后，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国工农红

军第五军诞生。国民党重兵围攻下，红五军转战湘赣

边，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 12月，红五军

主力在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

武装斗争力量。

以平江起义为标志性事件，25 万平江人在创建

新中国的征途上英勇就义。在血与火的拼杀中，平江

走出了 52位开国将军，成为闻名全国的“将军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