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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27日 讯 （通 讯 员 金 中 平
周生齐 谢华 记者 周小雷） 6月26日， 溆
浦县委书记蒙汉来到该县卢峰镇竹坳村，
看望慰问80岁的困难老党员舒均望， 并送
去慰问金。 当看到舒均望家房屋有漏雨迹
象， 当场交办该镇党委书记李翔第二天就
请瓦匠把漏洞补好。“七一”前夕，溆浦县委
从县管党费中划拨资金17万元， 由县级领
导分别带队登门看望慰问困难老党员。

溆浦县有党员38097人， 其中80岁以
上高龄党员1100余人， 困难党员2300余

人。 县里结合“转作风、 解难题、 抓关
键、 见实效” 活动， 组织1100余名县直机
关领导干部与基层困难党员、 群众结对帮
扶。 全县先后结成各类困难党员帮扶对子
1258个， 为380多名下岗职工党员实现再
就业， 帮助500多户农村困难党员家庭发
展养殖业、 种植业、 运输业致富。 县委还
建立了困难党员生活补贴制度和困难党员
帮扶基金， 将1107名曾长期担任农村干部
的老党员纳入生活补助范围， 年人均补助
生活费960元。

通过全方位的关怀帮扶， 激发了困难
党员的正能量， 大家纷纷立足自身特长发
挥作用， 服务群众。 85岁的江口镇退休老
党员贺方定身体患病， 行动困难， 列入党
内关怀对象后， 他不要钱， 不要物， 只要
干部给他带书来， 几年下来， 他在自己家
里办起一个农家图书馆， 每天都有数十位
农民群众来到这里， 通过读书， 学技术、
找致富门路。 像贺方定这样， 溆浦县有
900多名困难党员在农村事务管理中主动
领岗履职， 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陈薇

他是叱咤商海的精英， 却也在文化舞台上
游刃有余， 转身之间又成了摄影圈里的“佼佼
者”。

他是温文尔雅、 从容淡定却性格倔强的湘
潭汉子， 面带微笑屡登事业的高峰， 成为众人
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一次，他转换角色，搁下相机，投身到日
常事务中来， 期望能在担任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一职期间，带领湖南摄影同仁，攀爬新的高峰。

他就是谢子龙。
从2003年重拾摄影至今， 谢子龙已有多幅

摄影作品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 并在国际国
内多项摄影大赛中获奖。 其摄影作品《飞越梦
想》荣获中国第14届国际影展优秀奖、《苦果》入
选中国第14届国际影展、《田野·舞者》（组图）荣
获湖南省第15届摄影艺术展数码类金奖及全国
第23届摄影艺术展览艺术类优秀奖……

身兼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全国人大代表、 省工商联副主席等数
职， 工作之余， 谢子龙喜欢拿着相机游历祖国
河流山川， 用镜头捕捉那一个个令人流连忘返
的优美景色。 摄影于他而言， 是思想的依托，
也是情感的表达。

都说摄影的门槛很低， 而殿堂很深。 怎样
才能登上殿堂的高处， 成了谢子龙不断求索的
使命。 不喜欢走寻常路的他， 总在努力寻求机
会突破和超越自己。

2007年， 谢子龙从电视上偶然看到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茅古斯” 为题材
的纪录片， 得知这一被称为“原始戏剧活化
石” 的古老舞蹈就在湖南湘西， 濒临失传， 他
萌生了用相机记录、 挽救“茅古斯” 的念头。

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拍摄过程中， 谢子龙尝
试用各种方法来突破自己， 力图呈现出最具震

撼力的“茅古斯”。他曾前往湘西偏远地区，用镜
头捕捉当地舞者尽情踏舞的情景； 也曾将表演
者请到长沙世界之窗，运用灯光、服饰、道具的
电影制作手法进行拍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后
来，谢子龙尝试着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后期合成，
将湘西的壮美风景和古老舞蹈合二为一，于是，
一幅幅大气磅礴、充满力量感的作品最终完成。

2009年， “《田野·舞者》 ———谢子龙茅古
斯摄影艺术展” 相继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
术馆、 北京798艺术区印画廊、 湖南省博物馆、
山西平遥第9届国际摄影展、 浙江丽水第14届
国际摄影展举办， 受到国内外摄影界的普遍赞
誉。 画面中， 浑身裹扎稻草的“茅古斯” 舞
者， 置身于广袤的天地间， 跳跃、 振臂、 高
呼， 观众不由得为这个生生不息的古老种族屹
立于天地之间的浩然精神所震撼。

“我用镜头真实记录我们民族的文化基
因， 也许这些影像就是传承的一部分。” 在摄
影道路上， 谢子龙始终以人文的视角， 抒发情
感， 寻觅家园， 注目现实， 呼唤社会。 从摄影
到文化， 谢子龙的作品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当选为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谢子龙坦言，
原来摄影只占据了他三分之一的生活。 如今，
与摄影、 与协会相关的工作占了他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 自2013年6月9日当选以来， 短短十多
天内， 他已先后奔赴北京、 江苏、 湖北等地，
积极向中国摄协和先进的各省摄协取经， 希望
通过努力， 让我省承办一次全国性的影展或摄
影大赛。

另外， 还有几件事是谢子龙想做的： 在湖
南建立一支老、 中、 青梯队结构合理， 有一定
社会影响力的摄影队伍； 通过湖南摄影大讲
堂、 摄影研修班等形式开展培训交流， 定期邀
请国内外知名摄影家、 理论家、 艺术家来湘授
课； 创办摄影艺术品展览中心， 开展专题摄影
展， 建立图片库， 创建一个摄影后期制作中
心， 全面拓展我省的摄影产业链。

了解谢子龙的人都说， 他要做的事， 一定
会做到底。

关爱高龄党员 帮扶困难党员
溆浦尊老帮困传递正能量

谢子龙：用镜头寻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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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传达学习
共青团十七大精神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宁 通讯员
廖成伟）今天，团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共青团十七大精神， 并结合我省实际，就
各级团组织如何学习宣传贯彻团的十七
大精神作出部署。

会上，团的十七大代表、团省委副书
记汤立斌就共青团十七大主要精神作了
传达。会议要求各级团组织把学习宣传贯
彻共青团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抓紧抓实抓好。要牢牢把握共青团工作的
根本任务，深入开展好“我的中国梦”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以及湖南的小康梦、
两型梦、崛起梦；要组织动员青年积极投
身经济社会发展， 紧紧围绕党政工作大
局，切实发挥生力军作用；要竭诚服务青
年发展，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千方
百计为青少年排忧解难；要提高团建科学
化水平，狠抓基层基础工作，增强团组织
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

本报 6月 27日讯 （记 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肖强 施泉江） 记者今天获悉，
5月13日以来， 长沙公安机关紧紧围绕
“整治交通乱源， 净化交通秩序， 缓解
交通拥堵” 的要求， 全警投入， 全力以
赴，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交通整治“百日
会战”， 迅速在全市掀起了交通整治高
潮， 到目前已初显成效。

截至6月26日， 全市城区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15.6万起， 其中， 现场
执法纠违10.1万起，扣车1.52万台，收缴
电动车伞具7421把，电子警察抓拍交通
违法5.5万起，拘留违法人员21人（其中
拘留阻碍执法9人）。 整治行动形成了强
大威慑，取得了良好成效，城区“叭叭车”
营运群体已经被分化瓦解，“电的”、黑车
猖獗的势头被有力遏制， 机动车乱行乱
停、闯灯越线等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

长沙“百日会战”初显成效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5.6万起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沙兆华）日前，
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在长沙举办
全省第四届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
场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开发了企业管理、文案处
理、网络科技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就业岗位
近500个，上海英业达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青苹果
数据有限公司、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美电器等高科技企业近60家进场招聘。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刘婷 ） 今天， 省商务厅在长沙举办的

“银行、 担保机构、 中小外经贸和商贸
企业三方对接会” 传递出一个新信息：
中小企业经营专一更易获得贷款。

中小企业贷款难， 被提及最多的原
因是抵押资产不足。 不过， 参加今天
“三方对接会” 的一些银行负责人对此
持有不同看法。 他们表示， 抵押物事实
上只是第二还款来源， 由借款人经营情
况所决定的预期偿债能力才是第一还款
来源。 如果第一还款来源出现问题， 银
行对第二还款来源进行追偿， 往往会受
到多种因素干扰， 出现操作难、 变现
难、 执行难等问题。 因此， 银行更看重
第一还款来源， 坚持把第一还款来源作
为贷款发放的第一审查要务。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贸易金融部总经
理黄敏说，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 许多中
小企业常常“见异思迁”， 市场上什么
看起来赚钱就跟着做什么， 今天卖饮料
明天就可能去开煤矿， 风险很大， 导致
银行很难监管贷款的使用情况， 也无法
对企业赢利作出预判， 自然难以根据第
一还款来源发放贷款； 相反， 那些专注
在一个领域、 一个行业的中小企业， 经
营手段更专业， 成长性更好， 赢利波动
不大， 即便抵押资产很少， 也更容易获
得银行的青睐。

省内20家银行、10多家融资担保机
构、300余家中小企业参加了今天的“三
方对接会”。通过对接洽谈，担保机构与
企业达成意向担保金额2.3亿元，银行与
企业达成意向贷款金额6.26亿元。

银行提醒中小企业———

经营专一更易获得贷款

专场招聘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