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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骄杨君失
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1957 年，毛泽东
深情怀念自己的妻子
杨开慧时，写下了这首
千古绝唱《蝶恋花·答
李淑一》。

杨开慧1901年11
月 6 日出生于长沙县
板仓乡，著名学者杨昌
济之女。1913 年春随
父迁居长沙。这里，她
结识了经常来家中求
教 的 毛 泽 东 。 1918
年，随父迁往北京的杨
开慧，与拟赴法勤工俭
学而来北京的毛泽东
再次相遇，两人也逐渐
建 立 了 恋 爱 关 系 。
1920 年冬，和毛泽东
结婚，并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1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
东的助手。

早在与毛泽东结
婚前，杨开慧就开始
为毛泽东分忧。为了
解决毛泽东革命活动
经费的困难，杨开慧
劝说母亲将父亲过世
时北京大学同事捐助
的奠仪费拿出来作为
革命经费。结婚后，
从 1920 年 冬 至 1927
年 8 月，从长沙的清
水塘畔，到武昌的黄
鹤楼前，再到上海、广
州……杨开慧一直紧随在毛泽东身边，
在颠沛流离中精心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
居，不分日夜地协助毛泽东整理文稿。
对于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罢工宣言
之类的重要文件，杨开慧更是珍藏得好
好的，她用一个妇女盛放耳环、戒指、香
粉一类用品的首饰箱收藏文件，这就是
人们熟悉的“枕头箱”。一直到她被捕
前，这个箱子始终和她形影不离。

1925年春节期间，杨开慧随同毛泽东
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在韶山
创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培养了大批党员
和农民骨干。之后，她又随毛泽东南下广
州，北上武汉，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农民
运动。毛泽东曾说：“我这个好秘书，抄写
起来，又快又好。”而当时杨开慧还要照
顾两个幼儿，并怀有第三个孩子。在她的
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写完了《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因为要准备秋
收起义，把杨开慧和 3 个幼子送回到板
仓。她积极与板仓一带的地下党员取得
联系，组织地下党员、农会骨干建立地方
武装，惩治恶霸，救济贫民。

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如火
如荼，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湖南军阀拿毛
泽东没办法，就千方百计迫害他的家人。
这种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
杨开慧暂时离开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
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为以防万一，她将
党的文件密封在一只煅烧有“囍”字的蓝
花瓷缸内，埋在叔叔的菜园里。

1930 年 10 月下旬，杨开慧和儿子毛
岸英被敌人逮捕。押到长沙后，敌人妄
图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毛泽
东的具体地址，对她严刑拷打，她大义凛
然，坚强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
节。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
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打昏后
又被凉飕飕的水泼醒……她带着儿子毛
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漫长
时光。行刑逼供不成，敌人又心生一计，
企图利诱，声称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
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勇敢而坚
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
择，她毅然回答道：“死不足惜，惟愿润之
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被捕后，党组织和其父亲的
生前好友曾多方设法营救，遗憾的是都
没成功。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被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
字岭。这一年，她 29 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
的毛泽东，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痛彻心
扉，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
身莫赎。”1957 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
一》一词，称她为“骄杨”，并释之曰：“女
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摘自《湖南日报》执笔：省委党史研
究室 朱柏林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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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资料图片）

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数据，初步核
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
经济运行开局良好，稳中有进，进中育
新。这份靓丽的成绩单，得益于持续的改
革开放，也提振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信心。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重要支撑。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标本兼治防范金融风险，加快推进“放
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举措让中国经济内生
活力和动力不断被激发，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目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

改革开放也见证了40年来中国经济
发生的历史性成就和革命性变革。没有
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
国的明天。放眼未来，前路并不平坦，我
们依然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关

口要跨越。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突出，经济增长动力亟待转换，国际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市场动荡……要让中
国经济这艘巨轮继续行稳致远，依然要靠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提供发展的动力
和保障。

中国经济站在了由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起点上，改革开放也
到了新的历史关头，面临的形势更加复
杂艰巨，但中国沿着这条强国富民之路

继续走下去的决心未变。而且，当前中
国经济稳中向好，稳定性、协调性、可持
续性增强，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
地大，也为我们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
中国宣布的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重大举措，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
注和高度评价。在保护主义、逆全球
化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深化改革
开放，将为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时期的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这不
仅 是 推 动 自 身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坚 定 行
动，也必将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4月17日电）

良好开局提振深化改革开放信心
□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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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国家统计局17日公布了2018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一系列权威数据勾画出今年开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气象，折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大趋势。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2.1％，延续了温和上涨态势。

“总的看物价将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
司有关负责人说，从市场供给看，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相关产品都具备较为充足的供给能力，物价平稳运行具备
坚实基础。

此外，我国首次对外公布了与国际接轨的城镇调查失
业率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分别比上年同月
下降0.2、0.4和0.1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
说，近年来，我国经济新动能显现，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增
长拉动就业的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也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
场空间。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275亿元，同比增长9.8％。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77.8％，远高于去年全年58.8％的贡献率。最终消
费支出已连续第五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其中，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化
妆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16.1％和
11.4％，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6.2和3.4个百分点。

“消费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压舱石’的重要作
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说，我国
居民消费增长较快，实物商品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培育
壮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对于全年消费规模，王昌林说，据测算，2018年我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首次超过美国，达到40.4万亿元，成
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长8.1％。其中，3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6％，高于上年均值。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60.1％，连续10个月高于60.0％。

2017年，服务业在我国GDP总量中的占比为
5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8.8％。邢志宏说，
今年一季度，上述占比和贡献率分别提升至56.6％
和61.6％。

“我国已进入了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发
展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调结构、促升级各种
政策作用的一个成果。”邢志宏说。

他表示，消费结构升级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市场空间。去年我国人均 GDP 接近 9000 美
元，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为
服务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统计显示，一季度我国新登记企业达到了132
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1.47万户，新的市场主体在
大量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量。”邢志宏说，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

同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一

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9.6％，增长幅
度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网上零售额
增长 35.4％，快递业务量增长 30％以上，增速继
续在加快。

邢志宏表示，“互联网＋”促生了很多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继续快
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据海关统计，一季度我国出口额3.54万亿元，
增长 7.4％；进口额 3.21 万亿元，增长 11.7％；贸易
顺差3261.8亿元，收窄21.8％。

“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特别是进口增速继续高于出口增速，顺差有所收
窄，进出口更趋平衡。”邢志宏说，我国在对外贸
易中，追求的是贸易平衡，这也有利于国内经济
的发展。

前瞻下阶段外贸走势，邢志宏说，我国对外开
放的格局在进一步扩大，贸易空间仍然非常大。通
过国内企业不断增强竞争力，我国能够继续保持进
出口贸易的平衡。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指
出，中国不主动追求顺差，并且在不断地扩大进口，
这为各国提供了分享中国市场红利的新机会。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趋势
中国经济实力强、韧性好11

初步核算，我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98783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这一增速和去年四季度持平，
我国经济增长率已连续11个季度稳定在6.7％到6.9％的区
间。分产业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5％，增速远超第一、
第二产业。

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
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向投资和消费一起拉动，从出口大国
转向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大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
宏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的结构性变化
大大增强了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

他表示，前瞻未来，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但是，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中国经济实力强、潜力足、
韧性好、回旋余地大，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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