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夏 秋 之

交， 在长沙县

福临镇陈树湘

烈士事迹陈列

室， 不断有人前来参观， 瞻仰这位 “为苏维埃

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烈士。

陈树湘，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生， 湖南长沙县人。

１９１９ 年参加新民学会发动的长沙反日爱国运

动。 １９２１ 年与在长沙清水塘从事党的秘密工

作的毛泽东结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１９２２ 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７ 年参

加北伐军叶挺部，历任班长、警卫团排长。 同年

９ 月随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上井冈山， 历任

红 ４ 军第 ３１ 团连长、 第 ３ 纵队大队长。 参加

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陈树湘任红 １ 军团总指挥

部特务队队长， ８ 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

队队长， 负责对毛泽东、 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

工作 。 １９３１ 年后 ， 历任红 １２ 军团长 、 红 １９

军第 ５６ 师师长、 红 ５ 军团第 ３４ 师第 １０１ 团团

长、 第 ３４ 师师长， 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

反 “围剿” 作战。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

中央苏区的斗争中， 陈树湘身经百战， 屡建奇

功， 逐步成长为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陈树湘率部参加中央红军

长征， 担任全军总后卫， 同国民党追兵频繁作

战， 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机关

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

１１ 月下旬， 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 陈树

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

天五夜， 付出重大牺牲， 全师由 ６０００ 余人锐

减至不足 １０００ 人。 １２ 月 １ 日， 中央红军主力

和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机关渡过湘江。

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 陈树

湘指挥红 ３４ 师数次强渡湘江 ， 都先后失利 ，

陷入敌人的重围。 面对严峻形势， 陈树湘执行

退回湘南地区、 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 率部突

围。 在激烈战斗中， 陈树湘腹部中弹， 身受重

伤。 他用皮带压住伤口， 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

战斗 ， 终于突出重围 。 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

时， 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

危急时刻， 陈树湘命令大部队突围， 自己

和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 。 经过激战 ， 大部突

出重围 ， 陈树湘不幸被俘 。 敌人为抓到一名

红军师长而欣喜若狂 ， 立即将他押往长沙 。

途中 ， 陈树湘趁敌不备 ， 忍着剧痛 ， 从伤口

处掏出肠子， 用力绞断， 壮烈牺牲， 年仅 ２９

岁， 实现了他 “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

血” 的誓言。

陈树湘已经牺牲 ８０ 多年， 家乡人民无时

无刻不在怀念着他。 福临镇党委书记王乐君告

诉记者， 近年来福临镇历史文化陈列室、 陈树

湘烈士事迹陈列室、 长沙保卫战影珠山抗战史

实陈列室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当地正不断挖掘

自然山水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 努力做好全域

旅游发展文章。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新华社长沙 ９ 月 ９ 日电）

国家会展中心周边将再添快速通道
S26公路入城段预计本月完工通车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脚步日益临近， 作为缓解国家会展中

心 （上海） 周边交通压力的 “主动脉”， S26 公

路入城段的建设情况一直备受关注。 记者日前

到施工现场采访获悉， 该工程高架道路段沥青

摊铺已完成， 路面铺装工程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预计整体工程将在 9 月底前完工通车 。 届时 ，

不仅虹桥地区将拥有一条疏解交通拥堵现象的

快速通道 ， 从苏浙入沪的游客也将体验这条

“新快线” 的高效。

进口博览会开幕近在眼前， 工人们要在限

定时间内高标准地完成施工任务。 在负责此次

项目的隧道股份路桥集团道路工程公司总工程

师乐海淳看来，沥青铺装可以称得上是整个工程

建设项目的“压轴戏”：S26 入城段在建设过程中

采用了大约 5 万平方米的钢结构桥面，因此项目

方需要调配与之相适应的特种沥青材料。 “钢结

构桥梁因施工速度快、构件自重轻、可回收利用

等优点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钢桥的桥面结构受

温差影响较大， 从而使得沥青铺装更容易损坏，

这会大大减损它的使用寿命。” 乐海淳说。 为解

决这些问题， 施工方特地研发了钢桥面专用沥

青， 它可以随着桥面温度的变化而适度伸缩 ，

减小沥青在极端温差下的形变， 从而延长约五

年的使用寿命。

S26 公路入城段是进口博览会的道路核心

配套工程， 也是上海高速干线公路 “纵横多联”

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据悉， 该路段通车后， 上

海通往江苏将更便捷 ，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也将拥有一条与市中心相连的北部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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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推动中朝关系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上接第一版）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

精心培育的，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是中国

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我同委员长同志三次会晤，进

一步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 我愿同委员长同志携手推

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促

进地区和平稳定。 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以委员长同志为首的

朝鲜劳动党领导下，在国家发展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衷

心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四行仓库里的“AI+”生态圈
（上接第一版）

但在百联集团看来， 要抓住新零售

的机会， 就必须与创业圈紧密合作。 百

联集团总裁徐子瑛说， 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球商

业格局或许正在经历史上最剧烈、 最有

颠覆性的变革。 在大潮中， 百联对借助

技术的力量实现成长有很大的需求， 也

曾倾注了很多的力量。 但公司逐渐意识

到， 如果仅靠自己要实现转型， 基于现

有的体系和文化， 难度很大， 因此需要

顺应 “开放式创新” 趋势。

四行仓库距南京路步行街仅数百米。

在这样黄金地段设立众创空间，并以很低

的租金提供给创业团队，看得出，百联的

确很有决心。 百联希望通过扶持创业企

业，能够让他们的技术与集团业务催化出

化学反应， 从而推动实体门店体验升级、

效率提升，并在线上线下进行的全渠道的

营销与服务。 事实上， 除了众创空间 ，

百联集团为打造创业圈还采取了其他一

系列动作。 比如， 它与上海市大数据联

盟等行业组织合作， 组建人工智能产业

促进中心 ， 让社会资源不断在 “AI+”

方向聚集， 从而提高研发和转化效率。

手拉手、 背靠背

百联需要创业者， 但双方的合作并

不是单向的 “取”。 百联不断向外溢出

资源， 包括商业数据、 应用场景、 融资

渠道、 乃至协同创新机会， 实际上是以

它的资源为小企业赋能， 这使得四行仓

库成为了一个具有双向引力的磁场。

目前，百联集团内部，各种业态的零

售数据已得到初步整合， 开始提供给符

合条件的创业者———此举的意义， 相当

于将关键的“数据燃料”赋予人工智能引

擎，可以不断优化其核心算法。 同时，其

丰富的零售业态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大量

技术应用场景———只有一岁的小公司云

拿科技就在百联旗下的大超市里开出了

几家“无人店”，大大巩固了它进一步向

外拓展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百联集团

在流程和体系上也作了改革。 在集团层

面 ，设立了 “创新管理委员会 ”，赋予其

“开放式创新枢纽”的地位：对内，委员会

广泛搜集所属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对

外，这些需求被对接给创业团队。

对于自己入驻的百联 “AI 实验

室”， 创业者的评价相当高。 神策数据

谈到 ， 与那些转战线下的互联网巨头

不同 ， 百联集团的开放发自内心 ， 这

让创业者们 “很有安全感”， 完全不担

心技术被抄袭或是有朝一日失去对公司

的控制。

当然， 目前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零

售行业的应用还处于很早期， 有许多缺

失环节 ， 比如大量门店仍未数字化 ，

消费者数据无法采集 、 无法汇总 ， 智

能化无从谈起 。 好在 ， 四行仓库中的

创新生态圈已具备了一定的 “物种多

样性” ———眼下， 百联的有些项目已集

聚了超过 10 个创业团队携手合作， 一

根 “AI+商业” 的链条正在逐渐贯通。

S26 公路路面铺装工程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本报记者 王嘉旖摄

转交习近平总书记亲署函
栗战书会见金正恩

据新华社平壤 9 月 9 日电 （记者李忠发 江亚平）9 月 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平壤会见了朝鲜

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栗战书首先转达习近平对金正恩的亲切问候并转交亲署

函。习近平在亲署函中指出，朝鲜建国 70年以来，在金日成同志、

金正日同志和委员长同志坚强领导下，朝鲜党和人民奋力推进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 当前，委员长同志正

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面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致力于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

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以来，委员长同志同我先后

三次会晤，达成重要共识，掀开了中朝关系发展新篇章。 我愿

同委员长同志一道，加强对中朝关系规划指引，落实好双方重

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栗战书表示，朝鲜建国 70 周年是朝鲜党、国家和人民的

一件大喜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派我作为特别代表率中

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并出席庆祝活动，代表中国党、政府和

人民向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

栗战书强调，今年对于中朝关系是具有特殊重要历史意义

的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三次会晤，共叙中朝传

统友谊，共商发展中朝关系大计，推动和引领中朝关系迈入新

的历史阶段。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

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

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

双方就地区和半岛形势交换意见，栗战书说，实现半岛持

久和平和无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方始终坚持半岛

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我

们高度评价朝方为推动半岛形势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所做

的积极努力，希望朝美双方落实首脑会晤共识，相向而行，维

护和平对话的大势。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为政治解决

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对习近平致亲署函表示感谢， 并请栗战书转达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金正恩说，您作为习近平总书

记同志的特别代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访， 体现了总书记同

志和中国党、政府、人民的友好情谊，给我们的建国 70 周年庆

祝活动增光添彩，令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深受感动和鼓舞。

金正恩表示， 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和培育的朝中

传统友谊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 今年我同总书记同志三次

会晤， 亲身感受到了朝中传统友谊的宝贵和温暖。 无论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 我和朝鲜党、 政府都将坚定不移地传承并尽

全力发展朝中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