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虹 通讯员 肖双成

作为大河西先导区的城市资源综合
运营商和金融创新主体， 长沙先导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控股”）已
成长为大型、多功能、综合性集团，总资
产达339亿元。

“先导区‘两型’建设和新区雏形展
现要求很高， 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常面
临严峻挑战。‘学习工作化、学习全员化、
学习常态化’就像一个高能量发动机，让
我们日渐成熟， 决策也更加趋于科学合
理。 ”5月上旬， 刚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从北京载誉归来的该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继雄告诉记者。

先导控股自成立以来， 一直采用市
场化选人机制，面向全球选拔人才，聚集
了大量优秀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术人
才。 如何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在

“两型” 建设的工作平台上充分施展才
能？ 公司党委选择了以建设学习型党组
织为契机，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学习型企
业建设、学习型员工锻造———

政治理论学习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
结合，增强员工的使命感与归属感。 党委
每年组织党员学习党建理论、 时事政策
20多次， 还多次邀请大学教授、 知名专
家，为全体员工举办解读时政、拓宽视野
的专题讲座。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公司专门在内部网络平台上开
辟阵地，推荐学习《心耘》等书籍，结合公
司“两型社会”理念、“诚信、责任、团队”
的核心价值观， 举办了3次专题讲座，并
要求员工对照实际自查自纠， 将解决问
题、完善制度的工作具体化、目标化、责
任化。

常态化开展多门类培训， 提升员工
素质。 公司形成了总部统筹全员综合性
培训、专项培训，各子公司负责业务培训
的两级体系，建立了内部讲师制度。“先
导大讲堂” 则主要邀请社会和行业知名
人士授课，旨在提升员工业务水平、综合
素养，已举办《城市综合体开发模式与案
件分析》、《全媒体传播》等专题讲座。

潜移默化全面提升员工自我学习能
力。 在充分借鉴外部经验、主动向其他省

市标杆企业学习的同时， 公司倡导员工
“向一切可学习的人学习，向一切可学习
的事学习，随时学习，终身学习”，让员工
自觉把学习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逐步实现了“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
现在，员工之间经常交流学习心得，通过

“先导书屋”推荐、交换阅读书籍。 很多员
工通过自学成功考取了MBA学位， 或获
得高级职资质证。 大家还主动深入调研，
就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开展金融创新等
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议。

学习是科学决策的发动机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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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园， 坐落在洪江古商城的塘冲。
4月上旬的一天， 记者在刘歧山曾孙刘兴华

的带领下， 见识这个建筑群。
只是， 眼下的留园建筑群主体建筑只剩下五

分之三———墨庄、 隐居自乐， 其余的一座被改为
皮鞋厂， 另两座也被现代建筑所代替。 刘兴华告
诉记者， 当年的留园， 除主体建筑五座窨子屋
外， 还有两栋木质吊脚楼、 一栋木晒楼、 一座花
园、 一块大草坪、 两条直而宽阔的青石板走廊，
围墙将这些圈在其中。

它不像人们现在看到的洪江古商城内的其他
窨子屋， 大门之外是喧闹的街巷， 大门之内是经
营、 生产、 生活的混合世界， 这是典型的居家别
墅。 它“远离闹市， 群屋四周开阔， 不与其他窨
子屋共墙相连”。

它有着许多苏州园林的元素， 可又大气、 庄
重。 刘兴华描述它的当年： “院内那个花园长方
形， 园内鱼池将花园隔为左右两半， 其间有卵石
小径相连。 花园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 别出
心裁， 对两边花草树木采取不同的布局。 对于花
草树木的选择也颇具匠心： 十分注意落叶树与常
绿树参差相间， 花时不同的花树序时相间， 即使
隆冬季节， 园内也不会显出冬天的迹象。 中间有
圆角长形花坛一行， 坛中桃、 梨、 梅、 桂、 菊、
牡丹、 芍药四时花开不绝。 四面花墙上方摆放各
种盆花盆景， 与园中花草树木交相辉映， 颇为壮
观。 鱼池周边圈围着雕刻鱼龙花鸟、 应景诗词、
处世铭言的青石板栅杆。 池中央有三峰头假山一
座， 气势非凡。 池中喂养着不同品种的金鱼和鲤
鱼。 夏秋季节， 荷花秀丽多姿， 莲叶亭亭如盖，
红绿映辉， 清香扑鼻， 蜂蝶穿梭， 鱼群戏游， 堪
称园中一景， 使人留连忘返。”

它的布局有点北京四合院的味道， 可比起前
者要精致， 氛围也要温馨。 大门一关， 就是一个
独立世界， 可一家人又有同一个活动中心———天
井， 借助那里的阳光， 读书的， 做女红的， 料理

其他事务的， 各得其所。

文史专家介绍这个建筑群时说， 大窨子屋为
主屋， 两层四进。 第一进为宽敞门， 二进为堂
屋， 三进为饭厅， 四进为后堂。 里头道不尽的功
能齐全， 说不尽的方便舒适， 数不尽的富贵风
流。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当年的皮鞋厂厂长姚珍
柏。 他说： “当时这房子里面好漂亮， 门上方一
截有花木格子活页窗， 门板是玻璃的， 上面花花
绿绿的， 很好看。 客厅里摆着雕花太师椅、 条案
等， 条案上是景德镇生产的陶瓷花瓶。 墙壁全是
木头隔板， 用洪油刷得通亮通亮的。 只可惜， 我
们要办工厂， 没加保护， 后来有的东西被搬走，
墙壁也被污黑了。”

刘兴华也告诉记者， 在建造之前， 他的曾祖
父曾派人专门考察过苏州一带的园林， 最终将自
己人生栖息之地建成了既有苏州园林烙印， 又有
洪江富商特色的建筑。 这个建筑群占地约13000
平方米， 当时造价在10万银元以上。

按1920年的购买力， 一块银元可以买30市
斤米。 于是， 有人得出一块银元等于2010年人民
币99.225元的结论。 那么， 刘歧山在留园建设的
投入是近千万元。

然而， 留园仅仅是刘歧山财富的冰山一角。

刘兴华告诉我们， 他的曾祖父仅在洪江城区
的窨子屋就有50多栋， 留园是最大的一处， 与留
园齐名的花园式别墅还有翠园、 集园。

4月10日上午， 他带着我们穿行在洪江的大街
小巷， 一一指点着说， 这里叫“里仁为美”， 分给
了三叔公； 这里叫翠园， 分给了二叔公……这里是
庆元丰货栈， 是百货布匹仓库， 也可以说是批发
部； 这里是榨坊， 是“洪油” 精加工的地方； 这里

是曾祖父从高灿顺油号
出来后 ， 独立门户开
布店的地方……

末了， 他干脆拿出
一张 《洪江巨商刘歧山
“庆元丰油号” 榨房、
票号分布图》 给记者
看。 图中以沅水、 水、
清水江、 长江为骨架，
两旁布满了代表榨房、
票号的圆圈。 往西， 延
伸到了贵州的归川、 都
匀， 往南到了广西的龙
胜， 往东到了上海。 但
刘兴华说， 这张图并不
全面， 刘家的“洪油”
最远处销到了美国， 在
越南的河内、 海防也有
刘家的销售点。 这张图
的文字是如此解说：

“庆元丰在洪江周边的黔城、 江西街、 托口、 芷
江、 波洲 （新晃）、 榆树湾 （怀化）， 贵州的玉
屏、 镇远、 远口、 锦屏、 剑河、 凯里及沿 水、
清水江、 巫水流域一带建有榨房 （30余座）、 仓
库， 并收购桐籽初炼毛油， 集中到洪江二凉亭精
炼成‘洪油’。” “在常德、 汉口、 镇江、 苏州、
无锡、 苏北、 上海等地设庄、 铺兼营汇兑 （共有
钱庄票号8个）。 运出‘洪油’， 运回布匹、 百货
及转运至黔、 桂、 川一带。 兼营鸦片生意， 循环经
营 。”

这不仅是一张经营生产“点” 的分布图， 而
是一张财富“积聚图”。

伴随着“纤篾响、 算盘响、 锣鼓响”， 庆元
丰和其他洪江富商一样， 财富像发酵的面团一
样， 膨胀起来了。

刘兴华指着留园大门内约10米左右的地方
说： “这里当年架有一口铜钟， ‘喊’ 吃饭用
的。 由于家族繁盛， 仅住在留园里的刘氏子孙就
有近百人， 其他做事的就更多了。 譬如说， 园中
的西边， 隔围墙米把远， 有一排木楼， 是账房先
生工作的地方。 园子里看家护院的就有30多人，
至于丫鬟、 佣人就更多了， 达100多人。 我父亲
是歧山公的长房长孙， 父亲生了我们四个儿子。
生下来后， 每人一个奶妈， 上面还有一个总奶
妈。 伺候、 喂养孩子是奶妈和佣人的事， 做母亲
的顶多也就是逗逗孩子。”

“刘家是真正的钟鸣鼎食之家。 但‘食’ 是
分轮数的。 第一轮是奶妈， 第二轮是刘家小孩，
第三轮是账房、 佣人等， 然后刘家大人， 但刘家
人也分几轮， 谁先谁后规矩绝对不许乱。”

其实， “留园” 不过是庆元丰在洪江的大本
营。 庆元丰在沿长江主要城市设立的票号， 不仅
仅是个业务办事处， 而是另外一个生活功能齐全
的家。 据一位富商的第三代说， 到了分号的家，
丝毫没有陌生感， 因为衣食住行与洪江的家没有
两样， 因此洪江人称刘歧山为“走遍全国不住店
的老板”。

洪江曾流传： “庆元丰数穿着， 杨源恒数吃
住。” 其实， 庆元丰老板的“住” 在洪江也是最
好的。 据文史专家介绍， “旅洪新干籍商人的房

屋， 其质量以庆元丰为最好， 数量以他们为
最多……尤其五大房 （指刘歧山的五个儿子） 的
住宅无不院墙高立， 厅堂重叠， 陈设华丽， 气派
轩昂。

刘兴华告诉记者， 在他们江西新干县老家，
还有18栋窨子屋， 规模并不比洪江的小， 现在仍
然挺立在赣江边畔。 只是有点破败， 因为当地百
姓现在也追求“现代化”， 把这些房子作牛栏。

刘兴华告诉记者， 2011年12月， 洪江区党校
曾搞过一次活动———“洪江古商城口述历史”。 在
一次座谈会上， 刘兴华谈起庆元丰财富时， 说当
年除了商业、 加工业资本外， 在洪江城区附近的
岩门还有万亩良田， 另外在附近的乡村还有翠竹
山庄。 当地一位老人马上纠正他说， 不是一万多
亩， 而是三万多亩。 不过， 田是农民种的， 并不
要交租， 只是在收获季节给东家供应时鲜水果、
蔬菜、 谷米罢了。

这就是说， 庆元丰并不把第一产业作为财
富。

房子、 作坊、 船队等不动产， 当然被庆元丰
看重， 因为那是生产钱的“机器”， 而田只生产
“口水食”， 不过是财富的“搭头”。

而最能体现庆元丰富有的还是金银元宝。 刘
兴华解放时只有7岁， 没有看到家族“淌金流银”
的情景， 只是从长辈口述的“分家史” 中知道，
那是真正的“论秤分金银， 箩筐担花边”。 上个
世纪60年代， 刘歧山的墓被盗， 从中挖出三颗夜
明珠。

正因为留园的名气和宽敞、 实用， 所以解放
时曾做过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临时司令部驻地。

记者为此采访了莫新云老人。 今年87岁的
他， 洪江军管时期是公安局的户籍员。 他说： 洪
江10月5日解放， 他10月8日参加工作。 那天，
接到洪江公安分局局长徐广禄的命令， 到留园送
棉絮。 当时， 他和徐广禄、 梁保生、 张旭初、 王
立每人抱着两床棉絮去留园。 到大门口时， 警卫
营长看了证明后说， 请同志们解下武器。 如此，
他们抱着棉絮进了园子， 恰逢刘邓首长在“隐居
自乐” 门前下象棋。 一见他们来到， 便起身吩咐
警卫员们倒茶、 递烟， 又和他们握手。 “我站在
刘司令员面前， 只有他腋窝处高； 站在邓政委面
前， 却和他身高差不多。”

据刘兴华回忆： “当时， 刘邓首长借住在4
号窨子屋， 也就是墨庄； 3号窨子屋， 即‘隐居
自乐’ 设有电台， ‘的的答答’ 日夜不停。 我当
时7岁， 为看热闹到处跑， 还拿过他们的电报纸
玩。” “首长待人热情， 就是伙房煮了水饺， 也
让通讯员送给屋主人品尝。 临别时， 首长还给我
们送了钢丝床。”

刘兴华记得， 刘邓在这里一住10多天， 到10
月20日左右才“拔寨起行”。

留园的鼎盛期， 也是庆元丰辉煌期。
人们在惊叹它气派的同时， 自然更了解它的

主人———“鼎盛” 和“辉煌” 的制造者， 了解它
主人的发家史， 想见识它主人商海弄潮的风采，
想听听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故事……

确实， 留园的产生和存在， 和他的主人———
刘歧山一样， 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探究刘歧山积
聚财富的过程， 比惊叹留园的气派更有意义。 刘
歧山， 洪江最大油号庆元丰的老板。 一个江西新
干县农民， “一个包袱一把伞， 来到洪江做老
板”， 开创了他的庆元丰财富王国， 成功的秘诀
又是什么？

记者借用说书人的一句话———“且听下回分解”。

333 “分布图”，一张财富“积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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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雨打留园在
———洪江首富刘歧山 （上）

留园， 洪江古商城的一个景点。
人说， 这里是洪江当年最大的窨子

屋建筑群。
无疑， 留园是财富的象征， 发达了

的商人自然要 “高消费”， 也要有一个
与财富拥有量对等的住宅。

百年的历史风雨， 虽然将留园铅华
洗去， 可我们仍能从残存的 “骨格” 上
领略其当年的魅力。

俯瞰留园。 本报记者 摄

当年留园的主人们。 （前坐者为刘歧山三夫人杨诚贞） 刘兴华 供稿

刘歧山像。 刘兴华供稿

莫 新 云
老人讲述当
年给刘邓首
长送棉絮的
情景。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记者 文热心 肖军 黄巍

111 留园，闹市中的别墅
222 造价：10万银元

444 刘歧山，“走遍全国不住店”

555 庆元丰，几万亩良田不算数

666 解放时，刘邓大军司令部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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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1版①） 要把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作为我们坚定
不移的责任， 继续抓好粮
食生产， 坚决维护粮食等
农产品安全。 要保护好农
民的种粮积极性， 认真执
行国家惠农、富农、强农政
策，落实好种粮农民、粮食
加工企业的扶持政策，做
好今年新粮收购准备工
作， 确保今年粮食生产形

势稳定。 同时，要加强农业
生产环境的监测， 进一步
强化食品安全， 切实做好
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工
作， 为全国人民的食品安
全作出湖南的贡献。

会议决定建立省粮食
及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制
度。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
参加会议。

(上接1版②)
调研中，孙金龙强调，事业成败关键

在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敢于担当
的政治品格，始终对群众充满感情，对工
作充满激情，把优势和潜力转化成现实生
产力； 要不断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能力，

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做“数字型”干部，牢
固树立成本效益观念， 将之融入招商引
资、城建规划等各项工作中去；要大力发
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真抓
实干，一件件把事干成；要切实强化廉洁
从政的制度保障，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紧接1版③） 县委书记胡忠威说， 谈心
录专稿 《主战场上巧用兵———我省如何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一文说，“把强县作
为强省的重要途径， 把特色产业作为发
展县域经济的主攻方向， 把机制创新作
为发展特色县域经济的不竭动力”，有利

于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对于发展
特色县域经济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积聚正能量促
发展·热点话题谈心录》系列专稿，从4月
22日至5月23日， 在全省报纸、 电视、电
台、网络等媒体同步推出。

省会拟撤除
19处人行横道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为减少行人与
机动车的交通冲突， 确保行人过街安
全， 加大城区干道通行能力， 日前，
长沙交警部门经过调研， 拟撤除韶山
路、 芙蓉路、 湘江路、 营盘路上19处
距离路口或立体过街设施较近路段的
人行横道。 其中， 韶山路撤除5处 （保
留2处）， 芙蓉路撤除4处 （保留4处），
湘江路撤除7处 （保留1处）， 营盘路撤
除3处。

与撤除的人行横道同步， 将撤除
相关标志、 标线、 信号灯、 立柱等设
施， 完善路段车道分界线、 隔离护栏
等， 确保路段标线设置连贯、 平顺。
并与城管、 园林等部门衔接， 同步完
善隔离护栏、 绿化带补齐等。 同时，
人行横道撤除后， 将在原斑马线两端
人行道上设置“往东 （或南、 西、 北）
XXX米有人行横道 （或地下通道）” 提
示牌， 并在中央隔离设施上增设“为
了您和他人的交通安全， 行人请走人
行横道或地下通道过街” 提示牌。 韶
山路、 芙蓉路、 湘江路、 营盘路沿线
信号灯配时将同步协调实施。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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