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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 1℃～6℃
湘潭市 多云 0℃～5℃

张家界 阴 2℃～6℃
吉首市 阴 1℃～6℃
岳阳市 多云 1℃～5℃

常德市 阴转多云 1℃～4℃
益阳市 多云 0℃～6℃

怀化市 阴 2℃～7℃
娄底市 多云 1℃～6℃

衡阳市 阴 1℃～5℃
郴州市 小雨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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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 0℃～6℃
永州市 阴 1℃～6℃

6
长沙市
今天,阴天到多云，明天，阴天转小雨
北风 3～4 级 2℃～5℃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郭飞 毛洪银 邱锋 ） 2月1日 ， 怀
化市 “养花茶餐厅” 老板江锋将一面
写着 “创业者娘家” 的锦旗， 送到该
市鹤城区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人手
中， 以感谢其扶助。 江锋原是下岗职
工， 在鹤城区劳动就业服务部门扶持
下， 办了一个餐厅， 还带动15名失业
人员就业。

近年来， 鹤城区委、 区政府把就

业再就业列为民生之首， 积极构筑平
台， 创新模式， 建立健全促进就业再
就业长效机制。 去年， 该区提出建设
“创业型社区 ”， 计划从2011年起3年
内 ， 在全区48个社区都建立创业平
台、 基地， 共扶持1000人创业， 带动
上万名就业困难群众就业。

为加快建设 “创业型社区 ”， 区
里制订了相关工作方案， 并在南站社
区爵世花园、 新桥社区佳惠农副产品

市场、 茅谷冲社区新园里小区分别建
立创业基地 ， 总面积达2140平方米 ，
鼓励当地失业人员、 大中专毕业生 、
复退军人、 失地农民和返乡创业农民
工等， 进入基地创业。 采取补贴场地
租金 、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 税费减
免、 创业成功奖励及提供社保补贴等
措施 ， 最大限度帮助他们在基地创
业。 去年， 共发放1100多万元小额担
保贷款， 提供场地租金补贴等扶持资

金200多万元 。 同时 ， 区劳动就业服
务部门成立创业专家志愿团， 从可行
性、 可操作性、 市场需求、 发展前景
和资金投入等方面进行评估， “一对
一” 指导创业人员选定创业项目。

据统计， 目前， 鹤城区各创业基
地已入驻创业人员180余名 ， 他们主
要从事物流、 零售、 家政服务等， 其
中160多人成功创业 ， 带动就业1200
多人。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序先 姚冰

火红的对联挂起来， 过年的物资
摆满桌。 1月19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李
树乡科赖村村民向莲花家中喜气洋
洋。向莲花拿出刚买来的新衣服，给一
位八旬老人穿上。

老人热泪盈眶地说 : “莲花，你比
女儿还要亲啊！ 给了我这个孤老头子
一个家啊！ ”

老人叫杨万先,今年84岁。 1981年
夏天老伴病逝后，因膝下无儿无女，加
上体弱多病，又不会做饭，他不知道以
后的日子怎么过。 他发现向莲花知书
达理，待人真诚，有一副好心肠，而且
她的丈夫杨世坤是老人看着长大的，
为人重情重义， 他决定把后半生托付
给向莲花夫妇照顾。

于是，老伴的丧事料理完后，杨万
先每天到向莲花家串门， 每次都是吃
了饭才走。过了三五天，杨万先每次来
都带上一碗米。见此情景，向莲花已明
白老人的意思。

向莲花与丈夫商量， 打算让老人
长期来家里吃饭， 杨世坤同意了。 从
此 , 向莲花夫妇默默负担起了杨万先
的吃饭问题，并且向他申明不要带米。
经几年时间相处， 杨万先与向莲花一
家有了感情，觉得越来越离不开他们。

向莲花一家也把杨万先当作自家老人
看待。 杨万先十分开心， 见人有说有
笑。

有一段时间，老人突然话少了，成
天闷闷不乐。向莲花夫妇问他原因，他
支支吾吾不肯说。 向莲花从村里其他
老人那里了解到， 原来杨万先到向家
“搭伙”后，向家把他当家里人一样看
待，可越是这样老人就越担心，随着自
己年纪越来越大， 她们会不会不管他
了？

为解除老人后顾之忧， 向莲花和
丈夫经过商量， 决定向民政部门申请
赡养杨万先。 1988年10月5日，在乡政
府、县民政及公证部门见证下，向莲花
夫妇办理了赡养老人的法律手续。

老人平时好点酒， 向莲花便为他
买酒、买肉。当时，农村条件不怎么好，
但向莲花总变着法子， 改善老人的生
活。

老人身体多病，患有眼疾，右眼已
失明多年，左眼看东西也很模糊，出门

十分不便，且经常头痛肚子痛，还患有
严重的脱肛症。 向莲花经常为老人端
屎端尿、擦洗身子，从没怨言。

有一次， 向莲花听娘家人说有一
祖传秘方可治脱肛症，她一大早跑到5
公里外的娘家问药。拿到药方，又跑乡
卫生院买药，没买到，她就赶回家到山
上去挖。 等她把药找齐， 拿回家熬制
时，天已黑了。

向莲
花的婆婆
看到媳妇
这样辛苦
照 顾 老
人， 甚为
心 痛 ，有
时不免发
点 牢 骚 。
向莲花经
常跟婆婆
讲， 既然
答应了要

照顾好老人，就不能让老人失望。在她
的影响下， 一家老少对杨万先相敬如
宾。

向莲花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人
了，虽然儿女都已长大成家，但她还像
过去一样照顾着杨万先。 杨万先激动
地说，他这一生虽然没有子女，却在晚
年享受着一般家庭都难以得到的天伦
之乐。

鹤城区建设“创业型社区”
各创业基地已入驻创业人员180余名，其中160多人成功创业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邓明 白
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周巍） 郴州
市近日公布了未来3年交通建设最
新方案：全力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大
建设，实现100%的县 、市通高速公
路 ，100%的行政村通水泥路或油
路，把郴州建成省际区域综合交通
运输枢纽城市。

未来3年， 郴州市将投资260亿
元加快高速公路建设， 完成在建的
厦蓉、衡临、炎汝3条共424公里高速
公路建设， 使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达600公里。同时，启动、建设桂东

至桂阳和三南约180公里高速公路，
构筑“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同时，
实现市县、 县县之间通二级以上等
级公路， 完成国省干线公路通道绿
化1000公里， 农村公路绿化3000公
里；消灭差等路和五类危桥。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条件，
郴州市还将在3年内投资10亿元 ，
加快县、乡、村联网公路建设，在已
实现100%的乡镇通水泥 （油 ）路的
基础上，实现100%的行政村通水泥
（油）路，并全面提高农村公路服务
功能。

郴州制定3年交通建设蓝图

县市100%通高速公路
行政村100%通水泥路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 记者 李宁 ） 2月2日 ， 溆
浦县思蒙乡新庄垅村公路硬化工
程顺利竣工并通车 ， 上千村民放
着礼炮 ， 敲锣打鼓 ， 庆祝这一期
待已久的日子。

新庄垅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
共11个村民小组 ， 1105人 ， 以前
与外界交通只能靠一条坑坑洼洼
的简易公路 。 2011年10月 ， 该村
在县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获得45
万元 “村村通 ” 项目工程款 。 可
是 ， 修一条宽5米 、 长5公里的高
标准通组水泥公路还需村民自筹
60多万元 。 一想到村里出产的油
茶 、 辣椒 、 柑橘和木材要靠新修
公路运出去， 当年11月1日， 该村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筹款修路，
并成立了专门的公路硬化理财小
组。

按照村民大会的筹资标准 ，
该村二组84岁的村民肖满兰家需
出1.4万元。 由于她的儿子 、 媳妇
及两个孙女都有智力残疾 ， 她得
一人支撑5口之家， 生计艰难。 当
村支书邓宗发带着理财小组到她
家时 ， 肖满兰毅然拿出所有的积
蓄3800元说 ： “我一定尽全力支
持修这条致富路 。 我家值钱的还
有10多担茶籽 ， 你们帮忙挑去卖
了， 若钱还不够我再去借。” 见此
情景 ， 邓宗发感动得潸然泪下 。
就这样 ， 全村村民齐心协力很快
筹足款项， 开工建设这条致富路。

村民卖茶籽修公路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贺胜
凯 吴泽辉 王象文 记者 贺威）双
峰县走马街镇增新村张家组与采
石村交界的2公里公路， 水泥硬化
工程在龙年元宵节前完工，人们奔
走相告，互相庆祝。

此前，増新村村民一直为公路
水泥硬化的事犯愁，整个工程需要

80万元 ，除国家补助 、沿途每户筹
款6000元外， 还有缺口10多万元。
去年6月，增新村年逾花甲、有38年
党龄的共产党员王竹庆得知消息
后，他毫不犹豫地将女儿寄给自己
的12.8万元建房款全部捐出， 搞水
泥公路硬化。 此举得到了在上海做
批发生意的女儿王正莲的赞许。

老党员捐建房款修村道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董琳 王勇） 春节
以来 ， 展现中科院院士黄宏嘉等
19位湖南石门籍杰出人物风采的
电视专题片 《东南西北石门人 》，
在石门当地电视台抢尽了风头 ，
而这百集专题展播工程的启动 ，
正是石门县社科人文老年科协的
“银色人才” 们致力于丰富山区精
神文化生活而大胆创作的一个缩
影。

近来来 ， 石门县社科人文老
年科协的会员们退而不休 ， 继续
耕耘于讲台和笔坛且成果丰硕 ，

他们以老年大学为平台 ， 举办了
文学诗歌创作等培训班10期共300
多人 ， 策划参与 “中国柑橘节 ”、
《东南西北石门人》 等重大节庆及
宣传活动数十次 ， 为活动顺利推
进提供了智力支撑 ； 该县40多名
老同志还走村串乡搞调研采风 ，
创作发表文学、 诗歌等作品100余
件 ， 并有10多件作品获奖 ， 其中
贾国辉撰写的 《桩巴龙的传说 》
和 《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 》 两个
连环画脚本， 由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 目前已收入 《常德历史人
文连环画》。

石门“银色人才”丰富山区文化

2月5日晚， 吉首市乾州民间戏剧团在乾州古城闹花灯， 表演蚌壳舞、 踩龙船等传统花灯节目， 为市民送上独具
本地特色的文化大餐。 姚方 摄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
生 通讯员 李秉钧 李胜生 易杨）宜
章农村商业银行近日发布的年度经济
数据显示， 该行改制一年多来取得丰
硕成果，去年总收入达到2.12亿元，比
上年增加47.41%；创税2200余万元，超
前10年总和。

宜章农商行的前身是宜章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 改制前，该行资本充足
率低、不良贷款占比高、历史包袱沉重。
为破解发展困境，2009年10月， 该行全
面启动体制改革，经一年多努力，完善
了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了产权、消化了
不良资产、优化了股权结构，提升了银
行发展能力。 去年3月，宜章农信联社正
式改制为湖南宜章农商行，成为郴州市

第一家农村商业银行。 改制后，该行按
照现代商业银行规则， 组建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疏理和完
善了内控制度，建立了市场风险管控机
制，经营效益逐步上升。 去年底，该行存
款余额达27.5亿元、 贷款余额15.7亿元，
比年初分别增长17.5%、15.3%。

改革后的宜章农商银行， 为地方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去年，该行累计为
5100余家个体户和企业发放各项贷款
7.5亿元。 去年4月，宜章新山达化肥有
限公司在该行贷款500万元扩大生产，
其年利润比上年增长106.67%。

一个普通农村妇女， 照顾村里一位孤寡老人， 30余年如一日———

莲花一朵耀山乡

凤凰务工农民新春“走俏”

外埠和本地企业
竞争“抢人”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石武） 在凤凰县近日举办
的2012年新春招聘会上 ， 外地企
业和本地厂商竞聘回乡过年的务
工农民 ， 外埠和本地企业各自开
出优厚条件， 加入 “抢人” 竞争，
使农民工在 “雁南飞 ” 与 “凤还
巢” 之间选择多多。

随着凤凰旅游经济的蓬勃发
展 ， 该县有关部门开展了 “内挖
就业岗位， 外拓劳务经济” 工作，
就业岗位急速增加 。 此次 ， 仅长
沙市人社局就组织蓝思科技 、 宇
顺电子等28家用工企业组成长沙
招聘团 ， 携数千就业岗位奔赴凤
凰。 加上福建、 浙江等外省厂商，
共有140余家用人单位和企业参加
招聘会 ， 提供就业岗位 9652个 。
而凤凰在文化旅游产业的带动下，
一大批各类宾馆应运而生 ， 蓝印
花布印染 、 苗族银饰 、 姜糖 、 蜡
染等特色旅游产品经营户目前已
超过500家， 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量不断加大 。 招聘会上 ， 凤凰古
城公司 、 天下凤凰大酒店等本地
用人单位主要以酒店、 宾馆为主，
外地主要以工业 、 纺织 、 电子电
器等行业为主 ， 所开出的薪酬多
在1500元至2000元左右。 “在外地
工资可能会高一些 ， 但生活成本
却大大增加 。 哪里打工更划算 ，
这笔账谁都会算。 ” 该县吉信镇青
年农民小廖很有经验地说。

宜章农商行收获改制成果
去年总收入比上年增加4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