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01,
2 . 3 4 5 6 !"#$####%""!&7 4 5 6
!"#$####!&"'( 8.3692.3: ;<=>
?@ AB:%#)! C * D )$ EF!"EGHIJK
8,LM!"#$%&N()*+,-./OP
.3QR56 %""!&S>?T8<=92UVW:X
YZ[./\]^_`1abcdefgh3
iKj8kL<=lmn92o

;V<=
!"#$%&'()*+,-./

01234!567
!"#$ 8 % 9 !& :

!
"!"#$% &'(()*+,

-.//001 2!345.,-
6789:;<=> ?@AB.C
,%DEFG.HI>JKLM.N
OPQ> RS7T.UVWXYZ

[\]^5%[_`ab^cdef8
g<=1

hij,-klbm.nop
qrstuvwsxyWz-{|}
~�hi��,-O�.����
w��s ����hikl���
�s|�hi�����c1

tus�-���Nhi� !"
�s����hi #$ �>��lN
hi %" �s��u��� #&'(# �
 1[%)& ¡s¢£¤¥¦�� *#'#(

� s ¥¦u���. !('+!,sh
i§�¨©ª�«¬1 ^�-®O
¯°±>²¯³´µ¶k·¸¹1

º»¼�|�hikl½�¾
��½¿jÀ8�,-klÁ©Â
ÃÄÅÆ.ÇÈsÉxyWz-j7
ÊËÌ.Í±ÁÎÏÐÑ�-ÒÓÔ
Õ.hiklµÖ×ØÙÕÚÌÛ
ÜÝÞhiklßà>��½�>�á
¥âãä>åæçè.ÇÈ>éêë
ìíãäÑÙîÕ88ïð1[tus
¢£ñòÛóhiklôõ²öØ
÷øsËÌùú©ªûüklhisý
þhi§mÿ!".s#$kl§�
%&'.sÑ(-Õf)âÛ*8+
,-hi.>8+,-hi/0.1
23,1 ^¶k·�±Á41

W5-678î�¿hi²9

ôõ:�s ¬©s ;£<8î��
[8�hi>8àëì>8=>?>8
�Ì@^O�A:sBCD5³E>
PQFØí»GsHX8I8��>
8¡8JKwL©MNO�§�s
FOhi�ÿkl1 %)& ¡¤D5
µÖ×Ø³ " Ps fbFQÙ %$
Rs 5mhiklShFQ *$ P1
HXTUVNs WXÛëì/YZ
O�hi.[µ\]p^Ö\]1

[_us¢£Ò`hikl§�
aÿsb65,-ëìLO�cde
PSÈ��sWfÌNOPQ�¢£
çgÛ6hÇÈ1 ^ijklmn[
co+¤¥â´rkl.Dpqr
ØÒqstc4U1 uÛçs�hi
HIv�µÖ¤¥â -$,s~; -¡
wxHIkls�yu@kâzO1

!"#$%&'

!"#$%&'(
!!!!"#$% !"# &'()*+,"-#

!" #$% &'(

２０14年8月28日 星期四综合7

本报记者 余蓉 陈惠芳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如
何开展让群众满意的计划生育工作，
这是我省计划生育协会诞生伊始必须
肩负的使命。

8月下旬，记者采访了省计划生育
协会秘书长梁文明， 他说：“今年是省
计划生育协会成立30周年。 计生工作
模式从早期的‘暴风骤雨’模式转化为

‘春风化雨’模式。 新时代，新形势，新
任务，新方法。 我们要融入群众，了解
他们的需要，做他们的贴心人，计生工
作才能做好。 ”

到群众中去，动员群众
实行计生自治

桃江县浮丘山乡人形山村， 大多
数青壮年在外打工。 2011年，全村在
册登记的流动人口仅65人，且大部分
地址不详。 桃江县其他村的情况也大
同小异。

“以前，村里的流动人口并不多，
管理起来容易。 但现在老一套不行
了。”桃江县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应良意识到， 骨干会员必须深入到
群众中去，动员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

桃江县计划生育协会规定， 骨干
会员每月必须走访5个以上育龄妇女，

并详细记录走访对象的孕情信息、生
育意愿、服务要求和实际困难等。通过
走访服务， 骨干会员能了解计生家庭
实际情况，宣传落实计生工作，也能及
时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流出人口信息掌握难的问题也迎
刃而解。骨干会员逐户走访落实后，桃
江县共补充流出人口信息30多万条，
大大提高了信息准确率。

这只是全省深化计生基层群众自
治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我省共创建
市、 县级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
村（居）7290个，省级的460个，国家级
的350个。

流动人口在哪里，计生
协会就在哪里

跟随流动人口迈出脚步的， 还有
各级计生协会的脚步。 他们把本地的
协会建到了省外，先后在广东、福建、
云南等地建立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组织
近2000个。

目前， 衡阳市流出人口已达162
万，其中育龄妇女61万。 2012年以来，
衡阳市以“商会+协会”的模式，利用
各地商会场地， 共建立197个流出人
口计生协会组织， 聘请当地计生工作
人员开展工作，实现双方活动互动，信
息互通。

在广东做生意的衡阳人徐小平

说：“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给我们解决了
不少困难。 我的工商营业执照就是他
们帮我办的， 孩子入托也是他们帮的
忙。 ”不仅如此，流动人口计生协会还
会协助讨薪、提供就业信息，协助办理
一孩生育证、婚育证明等，计生工作也
在其中得到了落实。

新田县也是流出人口大县。目前，
全县有60%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长期
在外打工。新田县在广东、广西等地以
党支部+协会的模式， 建立了21个流
出人口计生协会组织。

2013年以来，21个流出人口计生
协会共代办《流动人口婚育证》、《一孩
生育证》等各类证件、证明近7000例。
同时，实现了计生服务“异地漫游”，让
流动人口在当地也享有优生优育、生
殖保健、避孕节育等服务，共有7万多
人次享受了计生公共服务。

生育关怀，为计生家庭
撑起“一把伞”

计划生育家庭为国家作出了特殊
贡献，但也降低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特别是一旦独生子女出现意外伤残或
死亡， 其家庭缺乏有效的救济和扶助
途径。

梁文明介绍， 省计生协会先后与
保险公司联合推出了计生家庭意外伤
害保险、少年儿童两全保险、妇女安康

保险等系列险种。 从2012年起，省财
政厅、 省计生协会在部分地区开展财
政补贴购买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试
点工作。 目前，全省14个市州128个县
级单位全都开展了计生系列保险。

溆浦县大流洪村1组的张光生、潘
春莲是独生子女家庭， 很长一段时间
致富无门。 为帮助他们走上致富路，
2009年，村计生协会负责人就带张光
生到外地学习金银花种植技术。 回来
后，又帮他协调流转荒山180亩，并提
供“三结合”扶持项目资金。近几年，张
光生一家种植金银花的年收入均在7
万余元，日子过得红火。

面对处于困境中的计生家庭， 计
生协会也主动伸出援手。 住在吉首市
的高梅珍育有一个儿子， 不幸患病至
瘫痪。 当地计生协会了解情况后， 主
动帮她与有关部门协商， 落实优惠政
策； 并且联系到北京武警医院， 送她
儿子免费接受治疗。 高梅珍说： “以
前有困难找农会， 现在有困难靠协
会。 经过救治， 我儿子比以前好多
了。”

2006年以来， 全省各级计生协
会共搭建起“亲情牵手”、 “三结合
项目”、 “幸福工程”、 “青春健康教
育”、 “计生系列保险” 5大生育关怀
平台， 共筹集专项资金3亿多元， 累
计关怀计生困难群众1200万余人次。

上甘棠的
《八十一个“他”字歌》

本报记者 文热心

“悠远甘棠”， 是记者在2007年造访江永县古村上甘棠时发出的
感慨。 丰富的地上遗存，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岂不如此感慨？

今年7月底， 记者再一次来到这里时不由得发问： 地面遗存为什
么保存得这么好， 历史脉络为什么这么清晰？ 在看到整修一新的

“寿萱亭” 时， 记者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在古代称呼中， “椿萱” 二字， “椿” 父亲， “萱” 是指母亲。

“寿萱亭” 意思就是为纪念母亲寿辰修建的亭子。 亭中有修亭人的姓
名———周际隆， 身份为“例授奉政大夫”。 例授， 就是朝廷按照定例
授予官爵。 与周际隆不同， 他的父亲周振邦是个作古正经的五品官。
其母亲信佛吃斋， 体悯乡亲邻里， 更以善言感化乡亲， 故被尊称为

“慈悲佛母”。 光绪三十三年 （1908）， 在母亲生日时， 他为母、 嫂修
建了这座寿萱亭， 并重建了那条通往广西的石板古驿道。

周际隆把寿萱亭修在古驿道上， 客观效果是给行人提供了一个
歇脚、 躲避太阳和风雨之所， 而他主观意愿是为母亲增添功德、 弘
扬功德。 如是， 这座凉亭又是个“宣传栏”。 那块嵌在亭子墙体内、
刻有 《慈悲佛母八十一个他字歌并序》 青石碑， 就可说明这一切。

“歌” 前有序： 世事有成有败， 休争谁弱谁强。 无论富贵贫贱，
须存本分忠良。 圣贤千言万语， 谆谆告诫精祥。 我再现身说法， 奉
天开化飞鸾。 八十一个他字， 并无一字荒唐。 一句一字细读， 方知
词短意长。

全歌是：“凡人世上有父母翁姑孝他，先要顺他，切莫逆他、傲他；
下有妻子奴婢，养他，便要教他，切莫骄他、纵他；伯叔如父母，待他；兄
弟如手足，爱他；妯娌姐妹，和他；儿多不可嫌他，女多不可溺他；先灵
虽远必要祭他，坟墓勤修培扫他；九族寒贱莫疏他，乡邻贫穷莫慢他；
年高有德敬重他，知书达理请教他；忠厚老实莫哄他，积善修福须扬
他；无衣乏食莫笑他，时运未至提拔他，瞽目残疾扶持他，老幼乞丐施
与他，得人恩情莫忘他，受人寄托莫误他，鳏寡孤独莫欺他；遇富贵莫
谄媚他，见贫贱莫轻亵他；生意买卖莫欺他，大斗小秤莫用他，佃种小
户莫亏他；国课早完莫拖欠他，王法森严莫轻犯他，阴司刑惨要修免
他；人有小过莫检点他，人有患难要救全他，恃强凶恶莫帮他，酗酒相
连莫惹他，以势诓人莫奉承他；打牌赌钱莫看他，来历不明莫留他，愚
蠢无知莫计较他，反面无情莫结交他；借人钱米莫骗他，向人取债莫逼
他，非义之财莫贪他；闺门亵事莫谈他，淫书小说莫观他，淫歌状纸莫
写他；官司口舌自己莫好他，别人莫怂他；训人子弟责他、严他、细细教
他；娇姿美色未见莫想他，既见莫图他；牛犬虾蟆莫食他，春来之鸟莫
打他，虫蚁贪生莫贱他，龟蛇灵物莫伤他。 总之，退一步让他，转一念容
他。 于是，有人说我、笑我、量我、欺我、辱我、骂我、凌我、败我、防我、厄
我、算我、打我，我何以待之？ 只有随他、怕他、饶他、忍他、不逢他、不理
他、不信他、不计他、躲他、避他，我慢慢看他。 ”

81个“他” 字集中讲述了做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用通俗的语言
概括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 专家学者也赞誉， 这“歌” 是
一篇浓缩了的“增广贤文”。

上甘棠是一个以周姓为主体聚居的村子， 现今435户中除7户杂
姓， 其余为周姓族人。 这支周氏原籍山东青州， 几经辗转， 在唐太
和二年 （827年） 定居上甘棠。 世代繁衍， 延续至今已有40多代了，
历经1200多年。 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 村庄的村名始终不变， 村
庄的位置始终不变， 聚居的传统始终不变， 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
罕见。

这就是说， 在上甘棠周氏家族中， 有着超稳定的文化引导系统。
《八十一个他字歌》 不过是这种系统中一个重要元素而已。

诚信经营赢美名
11家酒类流通企业获评首批

“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胡婷婷）

经省酒业协会、省消费者委员会审定，今天，我省酒
类流通行业首批“诚信经营示范企业”揭晓，省糖酒
副食品总公司等11家企业上榜。

为促进我省酒类行业形成诚信兴商、 放心消费
的良好氛围，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全省酒类流通行业
今年积极开展“诚信经营示范企业（店）”创建活动，
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 经过现场核查、 集中评
审、信用记录查询等多轮评审，评出省糖酒副食品总
公司等11家企业为首批“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诚信经营示范企业”将实行动态服务和管理，
有效期限为3年。 省酒业协会将在有效期内对获评
企业每年进行一次复查。 复查合格者继续保持荣誉
称号，不合格者将取消其资格、收回标牌证书，并向
社会公布。有效期满后企业须重新申请。

另据了解，根据“湘鄂赣三省啤酒产品质量检评结
果”和“湘鄂赣渝闽桂六省(市、区)白酒产品质量检评结
果”，经湖南省酒业协会审定、湘鄂赣渝闽桂六省(市、区)
协会研究决定，授予8°P青岛纯生啤酒等9个规格品种的
啤酒产品为2014年度湘鄂赣啤酒行业产品质量“金质
奖”； 授予52°湘窖酒等23个规格品种的白酒产品为
2014年度湘鄂赣渝闽桂白酒行业产品质量“金质奖”。

手机上网可挂号
湘雅二医院推出移动医疗服务平台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肖洪玲 王建新） 利用智

能手机访问互联网， 就可随时随地挂号、 缴费、 查询检验检查结果
及处方信息。 记者今天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获悉， 该院移动医疗
服务平台“云端二院” 于日前正式上线， 为缩短等候时间、 改善就
医体验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该院信息网络中心主任黄刊迪介绍， 患者在湘雅二医院实名建
诊疗卡后， 只需使用安卓系统的手机， 扫描“云端二院” 二维码，
点击“下载” 链接， 安装成功后， 进入系统界面， 绑定就诊卡， 便
可登录系统。 该平台提供了预约挂号、 预约查询、 挂号查询、 检验
报告、 检查报告、 诊断信息、 处方查询、 自助缴费、 费用查询、 导
诊服务、 满意度调查和地图导航等服务， 病人不必再到窗口和自助
终端排长队了。

据悉， 使用预约挂号功能， 患者可以随时随地预约7天以内 （包
括当天在内） 的所有号子。 一张卡在同一天、 同一个专科只能挂一
个号。 如是当天的号， 只需凭挂号信息和诊疗卡直接去诊室就诊；
如果是第二天及以后的号， 需在就诊当天， 拿诊疗卡到自助机或人
工柜台取号， 再到相应诊室就诊。 黄刊迪认为， 通过绑定手机、 身
份证和诊疗卡， 限制每个手机的预约、 挂号数， 并增加通过手机短
信验证病人身份的步骤， 将对倒号现象有一定遏制作用。

本 报 8月 27日 讯 （ 记 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谭志勇 晏鄂龙）
记者今天从邮储银行湖南省分
行获悉， 目前该行已累计向全
省46个连片特困地区、 非连片
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投放
贷款157.84亿元， 有力支持了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 邮储银行湖南省
分行坚持普惠金融服务理念，
始终关注贫困地区的发展， 积
极响应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扶贫攻坚试点工作， 通过在网

点建设、 信贷投放等方面的倾
斜政策， 大力支持了武陵山、
罗霄山片区和国家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据统计， 为向全省各贫困
地区提供量身定做的信贷服务，
该分行陆续开办了农 （商） 户
小额贷款、 烟农贷款、 再就业
担保贷款、 合作社贷款、 信用
消费贷款、 小水电抵押贷款等
近四十种信贷产品。 同时， 在
这些地区选建了一批小企业特
色支行、 汽车金融特色支行、

农业专营支行等机构， 进一步
满足了当地金融需求。

不断改善贫困山村金融服
务环境， 开展农村手机支付业
务， 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到现
代科技带来的先进、 便捷的金
融服务。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
乡镇网点覆盖率达90%以上，
有效填补了乡镇金融服务空白。
兴建助农取款服务点 3200多
个， 上半年银行卡助农取款超
过10万笔， 交易金额高达5000
万元。

洗心禅寺慈善基金
助贫困生圆梦

今年842名贫困大学生获资助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陈永刚）8月24日，长沙

洗心禅寺慈善基金会2014年度助学金捐赠仪式在该
寺大雄宝殿前坪举行，842名即将走入大学的贫困学
生每人获得4000元助学金。

洗心慈善基金“万名学子助学计划”自2012年启
动以来，已资助贫困大学生超过2000名。洗心禅寺
方丈、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悟圣大和尚介绍，基金会计
划用10年左右时间， 资助省内应届二本以上贫困大
学生1万名。

今年8月，基金会历时半月，组织义工725人次，
实地走访了省内32个县（市）1009户贫困学生家庭。
基金会根据走访核实情况，严格资格审查，最终确定
2014年度受资助贫困学生842名。

8月26日晚，长沙县安沙镇文化广场，“欢乐大家唱”社区文化展演在此举行。从今年6月起，该镇里已在
此连续举办了20场群众文艺活动，演员都来自当地企业和社区。

本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陈俊筱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社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省工艺美术协会主办
记住乡愁———寻访最美的古村镇、老手艺春风化雨润民心

———省计划生育协会成立30周年巡礼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情注贫困地区

发放扶贫贷款15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