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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鄂南边陲“明珠”
—— 访崇阳县金塘镇党委书记秦凤仙
全媒体记者
金塘镇是鄂赣边界“口子镇”，也是离崇阳
县城最偏远的山区乡镇，境内群峰起伏，山岭
绵延，林木葱茏，绿意蓬勃。曾是苏维埃革命
根据地，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继往开来，默默
耕耘着这块红色沃土。
2 月 19 日，在金塘镇三级干部大会上，80
后镇党委书记秦凤仙代表镇党委铿锵有力地
作出承诺，金塘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
镇党委的奋斗目标。
据了解，去年以来，金塘镇工农业总产值
19.11 亿元，同比增长 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完成 5.85 亿元，同比增长 20.9%；招商引资
2.3 亿元，同比增长 71.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5866 元，同比增长 7.9%；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455.2 万元，同比增长 4.3%。
全年共谋划县重点项目 11 个，其中续建项目 1
个，新建项目 10 个。目前 11 个项目已经全面
复工。泉洪田园综合体项目，已完成基地建设
1000 亩，修建道路 6.7 公里。橘蜜湾田园开发
项目，已完成水果基地建设 800 亩。桥上村生
态果业采摘区项目，已完成水果基地建设 300
亩。寒泉绿色产业基地，已完成产业基地土地
平整工作。
秦凤仙说，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首战之年。要着眼五年、立
足当前，砥砺奋进，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她提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是：全镇工农业
总产值增长 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5%。
为此，在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将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夯实基层党建主阵地，深化三大建设
首先，要筑牢堡垒，加强党建阵地建设。
不断推进村级办公阵地的改造升级，加强软硬
件建设，建起标准规范的活动场所，改善干部
工作生活环境，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成为
村里开展办公议事、党员活动、教育培训、人民
调解、便民服务、文体娱乐等工作的综合阵
地。进一步健全村级服务中心的使用管理制
度，督促严格落实党内活动制度，常态开展党
员群众活动，把村党群服务中心真正建设成为
“村民平时爱来、有事就来，大事想得到、小事
办得了”
的基层服务阵地。
其次，要创新理念，深化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统筹谋划人才工作。开展人才信息摸底
统计，分类建立人才信息库。通过盘活本土专
业人才，将在脱贫攻坚、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
实践活动中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才积极的纳入
村两委后备干部，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添足动
力。二是加大招才引智力度。与高校、科研院
所联姻结对，提升人才引进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鼓励在外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就业。建立完
善领导干部联系人才制度，加大对各类优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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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塘镇畈上村
才的表彰奖励和宣传力度，营造人才活力迸
动农民增收。做精做优现代农业，更好助力农
发、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民群众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第三，要压实责任，抓实党建制度建设。
坚持绿色为底，持续打好环境整治攻坚硬
形成党建工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战。继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活动，持续改善
抓，包村干部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始
农村人居环境。坚持本着“突出重点、彰显特
终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牢牢把握学习贯彻习
色、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的原则，同步推进“污
水、厕所、垃圾、庭院”四大革命，因地制宜做好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根本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作，变“点上出彩”为
任务，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增强执政能力，引导
广大干部主动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切实提高
“串珠成链”，变“美丽乡村”为“美丽经济”。大
驾驭全局、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的能力。健全
力支持环保和“河库长制”工作开展，持续改善
激励引导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敢为、
生态环境面貌，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
善为、有为者撑腰。健全学法用法长效机制， “两违”整治、美好乡村建设“三位一体、同步推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实际问题的
进”的工作思路，依靠群众、加大投入、创新机
能力。不断传导工作压力，督促村党组织书记
制，重民意、集民智、汇民力，全镇上下全面发
动，为建设和谐魅力金塘而不懈努力。
扛起党建主责、抓实党建主业，从思想深处牢
固树立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意识，种好“责任
坚持民本为先，持续打好民生保障攻坚硬
田”，守好“主阵地”，推动基层党建各项任务落
战。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
地生根。
负责的态度，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毫
强化经济社会发展根基，打好三大战役
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坚持
“人、物、地”同防工作闭环，做到严防死守，确
坚持项目为王，持续打好转型发展攻坚硬
战。坚持“走出去、引进来”。重点联系从我镇
保继续交出高分答卷。加快殡葬改革，树立绿
走出的成功人士，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发展平台
色文明殡葬新风尚，高标准抓好公墓建设。落
和优惠的政策支持，引导其回乡创业。同时定
实稳就业各项政策，加大就业创业服务，推进
期外出，寻找适合在本地发展的项目，引进资
全民参保计划，加大社保基金征缴力度，稳步
金。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自然山水等资源优
提高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医疗救
势，招引社会资源发展美丽经济，奋力争创现
助保障水平。加强基层基本医疗服务，优化家
代版富春山居图样板段。鼓励大学生回乡创
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好重大疾病防控。健全扫
业，尝试直播带货、网络销售等新零售形式，带
黑除恶长效机制，加大涉毒、涉赌、涉诈打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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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动“一村一辅警”取得实效，全镇开展“平
安创建”活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依法规范信访行为，
做 到“ 小 事 不 出 村、大 事 不 出 镇、矛 盾 不 上
交”。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风险化解
能力。巩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防范一
般事故，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健全应急管
理机制，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提升
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强化退役军人服务管理，
做好双拥优抚安置工作，强化社会治安多维管
控，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全力办好民
生实事，
做到建一处、成一处，办一件、成一件。
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用好三种态势
擦亮小城镇，借势而为。通过借助湖北省
“擦亮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三年行动之势，以
建设魅力金塘小城镇为目标，加快补齐小城镇
综合治理统筹不足、公共环境脏乱差、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滞后、管理水平不高、特色
缺失等突出短板，因地制宜做好“拆”、
“ 改”、
“配”
、
“绿”等整治工作，从管理入手，以人居环
境、公共秩序整治为突破口，切实改变“脏乱
差”面貌。集中开展乡容镇貌、环境卫生、城镇
秩序等三项整治工作，通过完善制度，保障落

落实三级干部会议精神

崇阳县第一名共产党员沈昌亚
○ 饶浩良 甘万明

(接上期)
沈昌亚听了，把牛拴在柳树上，跟着挑谷
的农民到二三里远的周家，想看个究竟。见周
家是一座一进三幢的高瓦房，一扇红漆大门象
一只巨兽张开着血口，门前场地，管家正指手
划脚说这担谷子秕谷多，要重新车，那担谷子
没晒干，要倒在场地再晒。一个大个子使劲摇
着风车，把好端端的谷子车出一大堆，有个农
民想把车出的秕谷撮回家，管家举起木棍，将
他一顿乱打。一担上好的谷被车出只剩下三
分之二。这还不算，管家还在过秤后再按百分
之几的水分除秤。
目睹地主欺压剥削穷苦百姓的状况，沈昌
亚朦胧地觉得这社会极不公平。他暗暗发誓，
长大一定要改变这吃人的社会，为穷苦百姓的
翻身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8 岁那年，沈昌亚被送到绅士周直侯办的
私塾里读书。周直侯仗着兄弟周廉侯的权势，
成天忙于官场应酬，马虎教学。沈昌亚感到厌
烦，不到两年便转到县城高小就读，他聪明好
学，学业大有长进。学到第四年头时，家里遇
上特别困难，无钱继续供他上学，只好辍学回
家。在家的沈昌亚一边帮父亲种田，一边自学
文化，没有课本借同学的旧书。盛夏，他利用
中午时间看书学习，严冬，他捂着被窝，在油灯
下写字到深夜。
1921 年，天大旱，庄稼歉收，农民交了地租
所剩无几，挨过冬天后村民用树皮草根充饥，
穷人更是苦不堪言。沈昌亚是家里独苗，他帮
父亲种了三四年田，家里还是那么穷。他认为
劳作解决不了贫穷，又萌发继续读书，到外面
去闯一闯的决心。

二、入武昌学府，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走上
革命道路
1922 年 5 月，董必武募款在武昌袁公祠建
武汉中学第二部，新增 4 个班在全省招收学
生。得此信息的沈昌亚坚决要求去汉求学。
爱子心切的父亲咬牙卖掉一间半房，将 18 岁
的沈昌亚送到这所学校。入学时，他在日记中
写道：事今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为
帮穷汉寻真理，献身不惜作尘埃。他决心发愤
学习，
立志报国。
1921 年至 1922 年，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工
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带着宏愿
进学校不久的沈昌亚在董必武身边受到马克
思主义新思想的教育，眼界大开，并在声援董
必武亲自领导的省女师学潮和省男师（即省第
一师范）反对湖北教育界封建势力斗争中得到
了锻炼。他很快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经常在工厂、商店开展活动。他写得一手好文
章，演讲口才极好，常带领进步同学上街讲演，
宣传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思想，号召爱国同仁
志士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坚
决的斗争。1923 年，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沈昌
亚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崇阳县第一
个共产党员，他为革命奋斗终身的信念更加坚
定。1925 年，组织分配他以武昌“恭和栈”
旅馆
为联络点，主要与崇阳、蒲圻、通山的在汉人员
联系，
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26 年春，经董必武安排，沈昌亚参加了
湖北省农民协会的工作，并担任了鄂南三县
（崇阳、蒲圻、通山）的农协会联络员，经常深入
这三县联络，指导开展农民协会的筹建工作。
三、奉命创办农会，在崇阳掀起农民运动
的高潮
1926 年 11 月初，中共湖北地方执委把共
产党员沈昌亚派回崇阳，筹建农民协会和组织
开展农民运动，随即担任中共崇阳县特别支部
的委员，崇阳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1
月中旬，崇阳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沈昌亚先
后担任县农民协会执委和中共崇阳部委农运
部长，按照组织安排，他与其他部委人员分别
深入乡村，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和筹建区乡农民
协会。
1927 年 1 月 10 日，沈昌亚身背包袱雨伞，
到金塘、高枧一带调查。他了解到，那里种谷

实，规划先行、精准定位，项目助推，提档升级，
着力在镇区管理的长效机制建立、街道洁化亮
化绿化黑化等软硬件上下足功夫，对镇区进行
全面提档升级，弥补镇区功能不足，提升居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紧扣“三新”发展理念，因势而动。自觉站
位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
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
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一是对标新发
展阶段找差距。要清醒认识金塘底子薄、欠发
达的基本镇情没有根本改变，产业发展、民生
等领域还存在短板。二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提
质效。坚定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之
路，以生态为经济赋能，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发
展保障民生，让产业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
优化，让共同富裕在高品质生活中充分实现，
让活力动能在高效能治理中迸发释放。三是
融入新发展格局拓空间。把握好投资和消费、
产业和创新的关系，转变发展思路，培育新兴
产业，以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满足和创造新
的需求。坚持以“增量提质、高点开局”为统
揽，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
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积蓄新动能、打造新地
标、谱写新篇章，推动金塘新时代追赶超越和
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点亮“红绿金”发展颜色，顺势而行。金塘
作为鄂赣边界革命发源地区，有得文独胜的红
色文化。境内山清水秀，峰岭纵横交错，森林
覆盖率达 94%，有得绿独秀的生态优势。金塘
物产丰饶，有炸豆腐、蜂蜜等享誉周边县市区
的“金色”特色产品。要通过红色文化来传承
优良的干事创业作风，全面推动绿色产业发
展，按照县委“一镇一色、一村一品”的产业发
展思路，充分利用田园风光、人文景观和特色
产业资源，发展生态采摘、休闲游玩、摄影采风
等“农业+旅游”新业态，同时大力发展黄精产
业，因地制宜，做强做大林家茶叶、桥上苦菜、
东岳中药材、黄洋湾猕猴桃基地，生产出高质
高量富有金塘特色的农特产品，通过农旅融合
示范点带动，实现农旅互动，以旅促农，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秦凤仙表示，将
抢抓机遇，锐意进取，苦干实干，开拓创新，在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
饱满的热情、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建设幸福魅
力的新金塘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田很少，有点田也是地主的，这些佃农用尽
阳农民协会的普遍建立，农民运动的开展，已
自己的血汗替地主耕种，不论收获多少，佃农
形成了与土豪劣绅对立，土豪劣绅已威风扫
只有对半分成；那里的农民，整日在陡壁高崖
地，但要看到土豪劣绅还有一定的势力，他们
上劳作，得到的只是他们唯一生活品的薯砣。 不甘心失败，还会以各种手段来破坏农协组织
他为那里农民的疾苦感到痛心，因为那里农民
和农民运动。”因此在报告书的最后，他提出了
生活比他小时候看到的家乡农民的生活更苦， “为农民之解放，非根本铲除封建制度不可”的
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搞好农运工作的决心。
主张。
为迅速发动群众开展革命运动、组建农民
3 月初，沈昌亚又参加了毛泽东在武昌开
协会，沈昌亚不分昼夜的辛勤工作，逐一走访
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此时的沈
农户家庭，掌握情况。经过宣传发动，广大农
昌亚早已担任了崇阳县的农运部长，开展了农
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入农会，农会力量不断壮
民运动，但为了求得更多的革命理论和知识，
大。一天大早，沈昌亚和几个农协会员翻过河
更好地领导农民运动，他积极要求到农讲所学
山大岭，来到金塘河坪，遇见横行乡里、无恶不
习。学习期间，他被毛泽东透彻的对中国各阶
作的劣绅沈特荃正在拷打欠债的农民，并得知
级社会的分析，及如何团结朋友，打击真正的
沈特荃正是 15 年前捕杀革命党人、湘鄂边防
敌人的精辟见解所折服。白天，不停地记笔
游击副司令周孟阳的凶手，沈昌亚立即通知农
记；晚上，伏案研读毛泽东的讲稿，并在笔记本
民积极分子近百人围住了沈家大院，将沈特荃
上写下学习体会：
“不但应该深刻领会，还应立
绑住，在当地召开大会，分了沈家的钱财，并派
即照着去做。”他在学习中汲取了巨大力量，他
人将沈送往县农会关押，当地贫苦农民被迅速
更加明确了革命方向。
发动起来。在小沙坪区农会成立大会上，一个
姓万的农民出来揭露其叔父在当地的恶行，激
四、
“七一五”政变后，被反动派围剿英勇
起到会群众的愤怒，沈昌亚当即组织农民将这
牺牲
个地痞捉到全区游乡示众，使劳苦大众扬眉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所辖
气。才十几天时间，几个山区乡的农民协会迅
的独立 14 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并带兵进
速组建起来，农民真正地尝到了当家作主的滋
攻武汉。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号召农讲所全
味。
体学员迅速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武装，粉碎敌
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到两个月时间，
人的进攻。
崇阳就组建起了 9 个区农协，78 个乡农协，会
当年 6 月，沈昌亚带着毛泽东签字的结业
员超过 3 万人。其中由沈昌亚亲自参与组建
证书回到了崇阳。为了加强农民自卫军的力
的就有二、六、九 3 个区农协和河山岭、路口、
量，沈昌亚与县委书记彭制一同发动党员、农
石城湾、下津渡、白云潭等 28 个乡农协。
会干部，捐资购买武器，扩大农民军队伍，以应
沈昌亚在组建农协、发动农民运动时，紧
付不断恶化的形势。
紧依靠人民群众，矛头直指土豪劣绅，先后惩
1927 年 7 月 15 日，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
罚、没收了黄柏青、陈孝堂、熊应祖、沈敬安、汪
命，崇阳大沙坪的大土豪头目魏石峰认为时机
佛佑、万森茂等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
已到，纠集近百名团丁夜袭驻在县城的农民自
组织在全县开展抗税、抗租、抗捐运动，使全县
卫军。沈昌亚协助叶重开、彭制等组织农民自
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给反动封建势力和土豪
卫军予以还击，将魏石峰击毙，挫败了反动派
劣绅以沉重的打击。
《崇阳农民协会报告书》就在这一历史背
景下诞生。1927 年 3 月 17 日，沈昌亚从崇阳的
地理条件和环境、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受压迫的
程度、农协组建工作和农民运动取得的成绩及
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向省农协会写了一份
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书中写道：
“崇

的反扑。8 月上中旬，汪精卫在武汉大肆逮杀
共产党人，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第
十三军方鼎英部正向崇阳县城逼进。因此，中
共崇阳县委作出决定：崇阳农军交由军事部长
叶重开率领，在洪下地区搞一次劫船暴动后，
按照董必武的指示，迅速南移，其他人员暂时
撤离县城，分散隐蔽。沈昌亚潜回家中，准备
在鹿门一带开展活动。
8 月 25 日清晨，当地的大土豪周廉侯探知
沈昌亚在家过夜时，急速派人告诉了白霓桥区
的反动团总曾升初。曾升初带领数十名团丁
立即包围了沈昌亚的家。沈昌亚发觉后，准备
冲 出 后 门 上 山 ，忽 然 想 起 一 包 文 件 没 有 带
上。于是，他置个人安危不顾，反身从抽屈里
拿出文件袋塞往柴灶内，放进一把柴草，点燃
烧掉，再冲到门边时，一排子弹扫射过来，他
急忙揭瓦爬上屋顶，被一团丁发现。众团丁
大叫“沈昌亚下来投降！”沈昌亚怒不可遏，举
枪射击，击毙两名团丁，其他团丁齐向屋顶扫
射，沈昌亚边打边退，胳膊不幸中弹受伤，他
从屋顶上跳下跑到屋后竹山上，脚又被竹桩
戳破，无法再跑。敌人认为沈昌亚不能动了，
叫喊着“抓活的！”一拥而上。就在这时，沈昌
亚强忍伤痛，一跃而起，将冲在前面的两个团
丁打翻在地，夺过枪支，但还未来得及举起，就
被控制。
敌人向他诱降，说：
“ 你们的组织已垮了，
人也散了，只要你把组织情况告诉我，我就可
以放你一条生路。”沈昌亚斩钉截铁地说：
“要
杀随你的便，但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共产
党人是杀不完的，革命总会成功，你们这些民
族败类，总有一天会被消灭！”敌人恼羞成怒，
命令团丁用刺刀将沈昌亚押到沈家屋后的古
栎树下枪决。
大树下立即围来了附近上百名农民，有人
高声喊叫：
“沈昌亚是好人，你们不能杀害他！”
敌人又假惺惺地对沈昌亚说：
“ 那你给这些群
众说说，你给共产党干了哪些事，与哪些人一
起干的，说清楚了就不杀你。”沈昌亚正气凛然
地回答：
“我为党干了我应该干的工作，还有哪
些人，这是秘密，我是决不会告诉你，要我自
首，你们休想！”敌人气急败坏，慌忙向沈昌亚
开枪。沈昌亚昂首挺胸，从容不迫，一声大笑
倒下……牺牲时年仅 23 岁。

百年红色崇阳
崇阳县档案馆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