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 湘阴烈士陵园任弼时纪念塔前，
烈士英烈墙落成开放， 人们纷纷向烈士献花，
缅怀革命烈士。

张洪波 徐跃初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吴希

“啊，额……”3月14日，在长
沙市岳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
保障局、橘子洲街道举办的招聘会
的小额贷款咨询摊位前，记者看到
一个年轻小伙，面对该摊位的咨询
人员不断地比着手势。

“他是聋哑人，正在向我们询
问申请贷款的发放情况。” 招聘会
现场的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
人叫徐长宽， 一级聋哑残疾人，在
家人和社区的帮助下，在师大校区
开了一个书报信息亭，实现了自主
创业。由于经营问题，造成进货、备

货资金不足。两个月前，街道就业专
干了解这一情况后， 主动帮助他申
请小额贷款，并为他做担保。3月14
日，这笔贷款就批了下来。

“贷款不仅帮我们解决了难题，
同时让我们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在一旁整理展架的文化传播公司的
吕秋兰说，2011年， 下岗待业的她
为了改变家庭困境， 借钱开起了文
化用品公司，可3个多月后，公司就
出现了资金断链，心灰意冷时，社区
就业专干在门店摸底过程中发现了
她的困境。

当年8月，橘子洲街道帮助她办
理了促进妇女再就业的小额担保贷

款， 街道干部主动为她做担保人。11
月，贷款打到了她的账上，街道两保站
的工作人员还对她进行专门的创业指
导，并通过创业跟踪对她进行帮扶。

2012年吕秋兰走出了困境，
2013年10月按期还款。目前，公司由
原来的5人发展到8人。

据橘子洲街道书记杨光华介绍，
截至目前， 街道共办理小额贷款
300万元， 已收到还款近40万元，
今年还将继续加大对小额贷款创业
的支持， 由街道干部做担保， 为失
地农民、 下岗职工、 计生困难家庭
等更多创业艰难的群众提供扶持和
帮助。

记者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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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邓利良

宁乡县年近古稀的郑桂良， 只有
高中文化， 却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 用
民谣的形式， 写出了 《劝世贤言———
道德教育新民谣》、 《劝世贤言———国
在心中》， 劝导世人怎样做人、 做事、
修身养性。 两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后， 广受好评， 被誉为现代“三
字经”。

8年成就 “奇书”

“为善终有福， 行恶害自身； 贪
腐二字毒害深， 害己害亲害国人； 树
有根来水有源， 孝顺父母理当然……”
翻开 《劝世贤言》， 乡土气息扑面而
来， 一句句朗朗上口、 通俗易懂又哲
理深刻。 既有韵文， 又有俗语； 既有
直言， 又有婉语。 劝善、 诫勉、 理家、
治世， 讲的是身边事， 道的是人所思。

该书上卷 《劝世贤言———道德教
育新民谣》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动笔，
2010年1月在长沙首发后， 便受热捧，
一诚大师、 袁隆平、 于丹等众多专家
学者、 知名人士、 读者朋友纷纷点赞。
2010年下半年， 他着手写下卷 《劝世
贤言———国在心中》， 至2012年9月成
书， 今年初正式出版。 上卷以为人处
世、 家长里短为主， 包括个人道德、
职业道德、 家庭道德、 创业就业等多
个方面； 下卷弘扬爱党爱国， 歌颂美
丽中华， 洋溢着浓浓的爱国主义精神。

3月15日上午， 在宁乡县玉潭镇郑
桂良家， 他从楼上的仓库里， 搬出4麻
袋原稿和资料给记者看。 谈起原由，
郑桂良说，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金钱
至上，教育失衡，贪污腐败，重西方文
化、轻传统文化，诚信、廉耻、荣辱观日
渐淡化，这些不良现象，他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便萌发了写一本书，用浅显易
懂的语言讲述普通的道理， 以劝导世
人。 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按捺不住，
睡也睡不着。

最初， 他只是想以精简的语言来
说事明理， 或五言、 或七言， 让人容
易记住。 当书稿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
的编辑手中时， 他才知道， 自己写的
是“民谣”。

“古稀之人不图名利”

从40多年前开始， 郑桂良开门店、
搞批发、办公司，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
辣，他说“心里早就有一本书了”。一下
笔，却发现不容易。他经常写到凌晨四
五点才休息，有时候灵感来了，写完一
段发现东方已经泛白。

妻子和三个儿子看到他如此投入，
虽不赞同， 但都尊重他。 写作过程中，
他还常向妻儿请教如何措辞、 纳入哪
些内容等， 逐渐地， 妻子和儿子成了
他的“高参”。 郑桂良介绍， “道德教
育新民谣” 一卷， 妻子对三分之一的
内容和结构提出了建议。

郑桂良再三表示， 书中的观点均
来源于大众， 而非个人凭空而谈。 写

“国在心中” 部分的两年多时间里，他
无数次走访政府部门和乡村市井，收
集各方观点。写作中，他认识了在北京
工作的同乡朱建民，每次聊天时，随手
记下有用的东西，为写作提供参考。

写作中， 郑桂良面临最大的困
难， 是如何将传统的思想和观点， 用
通俗易懂、 言简意赅的现代语言表
达。 虽然还没到“吟安一个字， 拈断
数茎须” 的程度， 但是一些字句也是
反复推敲。

于是， 在书中， 读者可以看到，
他将一脉相承的民族道德文化传统，
通过扬弃和转换， 赋予新时代的内
容。 如 《做人信言》、 《新世贤言》、
《家庭美言》 中， 将传统道德中的忠
孝节义转换成孝悌忠信； 《处世恒
言》、 《公务警言》 中， 将古代的愚
忠赋予全新的更为广阔的内容。 如
“忠字当是国为大 ， 国强才有家业
兴”， “人生诚为本， 守信值千金”
等。 又比如反映时代风貌的“琴棋书
画能养性， 歌舞交谊能健身”， “科
学发展观念新， 富国富民好方针”，
充满新时代气息。 此外， 针对贪污腐
败、 干部队伍建设、 科技创新、 创业
兴业等， 既有面对现时代的道德思
考， 又有突破传统道德教育内容的创
新思维。 有专家表示， 《劝世贤言》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俗化
表达， 也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

“古稀之人不图名利。” 郑桂良
只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读到这两本
书。

老郑家风有口碑

《劝世贤言》， 从某种程度上说， 也
是郑桂良治家的心得。 很难想象， 老郑
两口子一直和三个崽不分家共锅灶生活，
从未闹过心。 老郑家的家风在当地有口
皆碑。

俗话说，“树大分叉，儿大分家”，但郑
桂良家是个例外， 尽管三个儿子都已成
家，但大家庭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婆媳、妯
娌从未红过脸，一家人相敬如宾。儿子、儿
媳都在单位上班，每月发工资，全额上交
给母亲。要用钱时，统一由母亲支配。他们
认为，老人家对儿子儿媳绝不会偏心。

对于儿子们的婚事， 郑桂良只介入
一件事， 那就是结婚前， 他要亲自登门
拜访亲家， 告知“嫁到我家， 不可分
家。” 他认为， “一家兄弟重和睦， 父母
自然放宽心， 兄弟叔嫂团结紧， 发家致
富子孙兴。” 儿媳进了门， 老两口待之如
亲女儿， 就如他写的： “女是别人家之
媳， 媳是别人家之女。 女媳两者一样亲，
要把一碗水端平。 婆婆也曾做过女， 后
来成为他家媳。”

他还要求儿子儿媳， 对父母、 岳父
母和亲友要做到同等尊敬。 早些年， 郑
桂良的岳母、 岳父先后去世， 小舅子家
有些困难， 他主动花钱买棺材， 操办丧
事。 他认为， 女婿就是儿， 不应分彼此。
嫂子住院， 拿不出钱， 最后也是他去结
的账。 因为如此， 他在地方颇有威望，
几十年来， 调解过的矛盾不计其数， 只
要他到场， 桩桩件件迎刃而解。

向污染宣战
呼唤更多“绿色官员”

陆志坚

3月13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
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对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宣战， 就要铁腕治
污加铁规治污， 对那些违法偷排、 伤天害人的行为， 政府绝不
手软， 要坚决予以惩处。 对那些熟视无睹、 监管不到位的监管
者要严肃追查责任。

严峻的污染问题已成为各方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李克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 坚决向
污染宣战”； 治理雾霾 “不能等风靠雨”， 要主动作为； “要铁
腕治污加铁规治污” 等， 这既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 更表明
了中央政府治污的决心和信心， 道出了各级政府官员在治污中
应担当的责任。

建设生态文明， 崇尚 “绿色发展” 理念， 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 总布局的应有之义， 是社会和谐发展的
必然要求， 也是服务民生的基本内涵。 因而， 对各级官员来
说， 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个人政绩与可持续发
展、 眼前利益与天蓝水绿之间的关系， 是百姓所需、 职责所
在， 不能漠然视之。

而现实是， 时下罔顾生态建设而一味追求GDP的官员往往
受宠， 而注重环境保护官员因政绩 “平平” 难以升迁、 重用。
去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与清华大
学建设管理系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吴璟等人就曾做过一个研
究， 结果表明： 地方GDP增长越快， 官员升迁越容易； 与之相
对应的是， 注重在环保和民生上投入的 “绿色官员” 升迁难度
较大。

因此，向污染宣战，需要更多的“绿色官员”脱颖而出，期望
更多的“绿色官员”坚持走科学发展的路子，实现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和谐统一。只有当制度真正保障了“绿色官员”有足够
的上升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时，“铁腕治污” 就能成为官员的
自觉行为。

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

打造“升级版”
为全面深化改革凝神聚力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欧阳金雨） 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工作座谈会暨“读有所得·走进梦想” 征文交流会14日在郴
州市永兴县召开。 会议要求， 深入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主题
活动， 努力打造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升级版， 让学习型党
组织创建为全面深化改革凝神聚力。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2010年以来， 我省一直是全国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的排头兵，一批好的经验和典型得到肯定。今年是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化拓展年，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要进一
步深化认识、优化载体、硬化制度、转化成果、强化服务。要把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与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让学习型党组织创
建为全面深化改革凝神聚力，为加快实现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
奋力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提供强大学习动力。

为推动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广泛、 深入、 持久开
展， 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宣传部制定了
《关于2014年深化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决定2014年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广泛开展以“创
建机关、 学校、 企业、 社区、 农村学习型党组织和评选全省创
建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单位、 优秀学习载体、 学以创业先锋、 党
员学习明星” 活动为主线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其中， 重
点开展“五创四评·2014”、 “学以创业在三湘” 和先锋问答
第四季三项主体活动。

永兴县委、 武冈市委宣传部、 常德市委学习办、 怀化市委
学习办分别在会上介绍了先进经验。 湖南文艺出版社通报了

“读有所得·走进梦想” 全民阅读征文活动开展情况。 永兴“中
国银都” 快乐学习实践园增补为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实践基地。

省委巡视组
对6个省直单位
开展巡视工作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郑亚邦）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获悉， 省委6个巡
视组从3月中旬开始， 进驻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公安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环境
保护厅、 省广播电视台、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等6个省直单位， 开展为期1个月左右的巡视
工作。

根据省委的要求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的安排， 此次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围绕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着力检查发现被巡
视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执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规定， 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 省委九条规定和加强作风建设， 严明党
的政治纪律特别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执
行民主集中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等方面的问
题， 当好省委的“千里眼”， 努力找出“老虎”
与“苍蝇”， 形成震慑， 抓好整改。

巡视期间， 省委巡视组将主要通过与被巡
视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个
别谈话， 受理反映被巡视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的来信、 来电、 来访， 调阅、 复制有
关文件资料， 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列席有关会
议， 明察暗访等方式开展工作。 40名志愿者一天植树2000株———

绿色QQ群的绿色决赛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王璇

3月15日， 岳阳城40位绿色卫士开进湘阴县东塘镇花吴祠
村开展义务植树， 当天人均植树50株。 当地村民纷纷前来送
茶、 培土、 浇水。 村支书徐国勤感慨道： “你们下乡来做绿化
志愿者， 我们就做你们的志愿者！”

去年初，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探寻到花吴祠村有一片荒废
的天然水域， 属南洞庭湖古岸， 便着手创建湿地生态修复基
地。今年3月14日，协会获得湘阴县、屈原区林业局支持的2000
棵树苗后，旋即在QQ群发出“绿色行动集结号”，湖南省保护湘
江绿色卫士岳阳大队、中华保险志愿服务队、市聋人协会、湖南
理工学院洞庭湖湿地保护志愿者协会、 洞庭梦之队等随即响
应； 岳阳市人大代表陈静琳及企业老板谭大海、 夏黄平、 王建
斌也报名参加。

15日7时， 40名志愿者准时兵发湘阴。 “自由搭配， 干活
不累。 今天的任务是每人植树50株。” 8时30分， 作战令一下，
志愿者打响了“绿色决赛”。 谭大海、 吴亚洲、 陈晖昆、 夏黄
平、 徐亚波等“头人”， 奋战在最前列； 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
何瑞祥和姚琮等配合最默契。 几个同来植树的孩子， 打着志愿
队伍的旗帜为大家助威。 8岁的小志愿者王天儒赶忙“学艺”，
刨土植树， 累得满头大汗。

村民徐谋进、 冯国华、 冯灿、 徐立华、 吴得凯等自发赶
来， 跟在志愿者后面， 拾遗补缺， 将苗边的土坷整平、 踩实。
村民鲁细平悄然送来芝麻豆子茶。 10时， 74岁村民吴炎华追
上队伍： “这么多志愿者来村里植树还是头一回， 我也来当个
志愿者！”

中午， 村支书徐国勤带着几个村民变魔术般弄出了几道本
地菜。他边吃饭边和徐谋进、冯灿等会商如何保证树苗成活率。

“三分种，七分管。”徐谋进忙抢任务，“浇水任务我来负责。”
饭后，大伙一鼓作气打决赛。奋战一天，义务植树2000株。

陈静琳好激动：“志愿服务累但快乐着， 以后有行动记得喊我
噢！”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文化视点

宁乡老人用8年时间写出《劝世贤言》，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通俗化表达， 也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 被誉为———

当代“三字经”

3月16日上午， 长沙市洋湖湿地公园，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主办的 “长沙市
野生蛇保护行动” 正式启动， 呼吁公民不捕杀或食用野生蛇。 本报记者 田超 实习生 李梦 摄影报道

干部担保贷款助创业

（紧接1版①）中联重科积极布局未
来发展战略、 深入推进管理变革、
持续科技创新、加快国际化发展步
伐， 焕发出蓬勃的原动力和活力，
驱动企业转型升级。

詹纯新认为， 在行业收缩期，
企业在做好现有龙头产品的同时，
要积极拓展相关产业，寻找新的市
场空间， 避免行业波动的风险。
2013年，中联重科提出“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环境产业、重型卡车和
金融板块五大板块齐头并进”的发
展战略。当年岁末，中联重科对外
宣布，在重庆璧山县牵头打造百亿

农业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中联重科麓
谷第二工业园也已运营投产，将成为
国内最大、最先进的环卫、环保设备
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五大板块齐头
并进的格局已初具雏形。2014年，中
联重科将加速转型升级，依托在工程
机械板块形成的优势，进一步拉开五
大板块的战略布局， 消化产能过剩，
逐步实现在装备制造领域跨界发展。

中联重科还紧贴国家战略， 不断创
新发展。詹纯新介绍，从“流动式起重机
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到
“国家混凝土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前，覆盖了先进及关键技术研究、重大

装备研制与验证等创新模块的工程机
械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齐聚中联重科，
将引领行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调整。

詹纯新认为， 企业国际化绝不
仅仅只是把产品卖到海外、 把工厂
建到海外，而是融入全球产业生态，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2013
年底， 中联重科宣布并购世界干混
砂浆领域的第一品牌德国M-TEC
公司。目前，中联重科已在全球40
多个国家建有分公司。

“我们的目标是做世界级的装
备制造企业。”说起未来，詹纯新豪
情满怀。

（上接1版②）
“志 不 立 ， 天 下 无 可 成 之

事 。”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大考 、
一场硬仗 。 全省上下必须以问题
意识为导向，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 ， 牢固树立进取
意识 、 机遇意识 、 忧患意识 、 责
任意识 ， 坚决打好全面深化改革
攻坚战 ， 务求在新的历史起跑线
上赢得主动 、 赢得优势 ， 让推进
“四化两型” 建设、 实现 “三量齐

升”、 实现全面小康等维系全省人
民福祉的新蓝图 、 新愿景 、 新目
标 ，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变为看
得见 、 摸得着的现实 ， 实现湖南
人民富民强省的梦想 ， 共同书写
好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