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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近来被舆论推至
风口浪尖的“校园贷”，正在长沙跑马圈地：天
马山周边的学生公寓，四处可见贷款公司的宣
传；有同学反映，周围不少人都借过钱，少的一
两千，多的上万；某学院大一学生李代（化名），
半年时间向网贷平台借款10余万元，其父亲无
力还钱四处哭诉。

高校为什么会成为网贷公司眼中的“香饽
饽”？ 一方面是大学生有旺盛的消费冲动；另一
方面是监管滞后。 校园贷作为新兴业态，目前
在学校运营几乎是“三无”：无准入门槛、无行
业标准、无机构监管。 各类网贷公司瞅准互联

网金融立法和监管的缺失， 趁机野蛮扩张、不
亦乐乎。

网贷公司乐了，学生却被伤得很深。 校园
贷表面看上去温情脉脉，譬如超九成几乎“零
门槛”：1分钟申请，10分钟审核，快至1天放款，
0抵押0担保，最高额度达50万元。 可实际上，商
人皆有逐利本性，校园贷暗含“咬人 ”的因子 ∶
审核存在漏洞，学生身份可被冒用；利息高昂；
除了利息，还有叠加费用 ∶中介费 、手续费 、部
分平台扣留的押金、 逾期后高昂的罚息等等。
陷入高额债务而无法及时还钱，前有河南某大
学生因此自杀， 后有某地女大学生遭裸照要
挟。

竭泽而渔，终难长久。 2004年，校园信用卡

的风头一时无两，不少学生冲动消费，沦为“卡
奴”，这与眼下“校园贷”引发的后果何其相似。
2009年，银监会发文禁止银行向未满18岁的学
生发卡，已满18岁的需经父母等第二还款来源
方的书面同意。 经此整顿，大学生信用卡消费
才渐趋理性， 而眼下无序的校园贷， 会不会
重复 “信用卡” 的老路？

今年4月， 教育部和中国银监会曾联合印
发 《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
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 目前看来，《通知》 落
实的效果呈现还待时日， 而公众对校园贷的
不信任感正不断累积， 监管不能再等了！ 若
真等到风险无限放大后再来收拾残局， 那代
价就大了！

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李卫林

挂帅出征。 我和县长亲自抓扶贫，层层签
订责任书，把“军令状”紧紧抓在手上，压紧压
实主体责任。 麻阳还先后出台了《麻阳苗族自
治县精准扶贫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
年）》《贫困村分类指导差异化扶持工作方案》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并以“五个一批”到户到人
扶贫攻坚计划和扶贫攻坚到村 “十大工程”为
抓手，明确了攻坚战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击鼓攻坚。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
素。 县委执行“大棒+胡萝卜”干部政策，在“军
令状”上见权威。 6名履行“军令状”情况好的
乡镇长被重用为乡镇党委书记。 同时，对未完
成减贫任务、项目进度严重滞后、资金使用违
规的乡镇，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 县里实
行“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考评、一年一述职、一

年一考核”督导制度。 考核结果一类的，奖励；
考核结果三类，没完成年度减贫脱贫任务的，
对乡镇党政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 年终考核不得评
定为优秀等次；连续两年被评为三类的，县直
单位、乡镇党政负责人就地免职。 2015年，麻
阳减贫17480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25.2%。 贫
困农民可支配收入增加350元，高出全县农民
可支配收入增幅8个百分点。

拔寨夺隘。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我们探
索出了以“一授二免三优惠四防控”为主要
特征的精准扶贫小额信贷制度。 2015年，全
县完成24327户贫困农户信用评级，覆盖率
100%；完成贫困农户授信22466户 ，授信率
92.35%，授信金额4.65亿元 ；通过政府1000
万元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 发放小额信
用贷款1.06亿元，实现了扶贫“小资金”撬动
金融“大资本”。 2015年3月和5月，国务院扶
贫办先后2次在我县召开扶贫小额信贷座
谈会。 2015年12月，我县获准开展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这是继“全国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实验区”后，麻阳承担的又一项
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

全民动员。 麻阳开展扶贫经济组织认定
76家，其中龙头企业12家、专业合作社46个、家
庭农场18家。 全县扶贫经济组织带动4000多
户贫困农户发展扶贫产业， 合作的贫困农户
实现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2015年，麻阳投入
财政扶贫资金4037万元， 整合部门资金9260
余万元用于扶贫开发。

压力、动力都给足，资源、人员都给到，惟
愿一点：麻阳早日拔穷根！

黄仲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
合效益和竞争力，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今年全国两
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 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郴州养
殖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着力在“三个转变”
上下功夫。

产业链构建上，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
变。 市场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产品、品牌的竞
争。 郴州要加快组建规模化的屠宰加工企业，发
展畜禽水产品精深加工，变“卖产品”为“加工产

品”，解决畜禽水产品保存难、运输难、销不远的
困难。抢抓休闲时代浪潮，以体验式山庄、科普基
地、观光走廊、综合牧场等形式，提高养殖产品附
加值。 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健康养
殖示范场、水产良种场、休闲渔业示范点创建，推
广“无抗健康养殖”，全面提高基础养殖水平。

市场主体培育上，由“孤舟扬帆”向“航母出
海”转变。 千家万户盲目闯市场，就像“小舢板”
在风浪中航行，一个小浪就损失惨重。 经过多年
发展，郴州已形成一批新型市场主体，全市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40多家， 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
家，养殖业合作社440家。 接下来要培育更多产
业龙头， 推动合作社从生产领域走向流通、加

工、销售等经营领域，推动养殖户傍大联强，实
现产业分工、利益共享、风险可控。

行业指导服务上，由技术“服务员”向生产
“参谋员”转变。 现阶段的中小规模养殖场，相当
一部分以家庭为单元，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
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容易出现兴也“一窝蜂”、散
也“一窝蜂”现象。 这就要求养殖业行政主管部
门要加快转变指导服务方式，从技术“服务员”
转变为生产“参谋员”。 要紧跟当前市场消费观
念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转变，着力打造养
殖业典型示范平台，实打实做“样品”，在群众身
边打造一批成功实例，以点带面增强群众信心。
加强行情监测和信息交流， 提高经济形势分析
和预判能力。 要加强政务微信、政务网站、短信
平台建设，为养殖户提供及时可靠信息。

（作者系郴州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左丹）6月13
日下午5时， 为期3天的2016年湖南省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各考试科目全部结束。 今天，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发布， 评卷工作于16
日开始，分数预计于7月5日左右公布。

今年是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实施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头一年。全省共有考
生34.20万人， 共设有119个考区、249个
考点、1.15万间考室。为组织好本次考试，
省教育考试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按照
高考组考要求，考试全部安排在国家教育
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全面推行了考场安
检、视频监控、无线电通信屏蔽等技术手
段，提高了考试安全防范技术水平，并落
实考场视频监控录像回放制度，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违规行为。本次考试总体平稳顺
利，没有发生群体性作弊等重大安全事故

和重大工作差错，实现了预期目标。
据介绍，评卷工作于16日开始，分数预计

于7月5日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在就读学校查
询,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可向就读学校提出成
绩复查申请,成绩公布的具体时间及复查办法
请关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 成绩查
询方式有三种： 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网站查询； 声讯查询：16885858（自动台），
1607160（人工台）；短信查询：电信C网用户通
过发送“CJXK#” 加“准考证号” (如 :
CJXK#010203040506) 到 1062899261查
询；联通用户通过发送“CJXK#”加“准考证号”
(如:CJXK#010203040506) 到1062899271
查询。

此外，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补考报名
时间是9月1日至8日， 补考考试时间是9月23
日至25日。

新声

立下军令状，职责扛肩上
� �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要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麻阳作为我省脱贫
攻坚主战场，就是要履行“军令状”，让各地一把手冲锋在前，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
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苑广阔

徐州一位少年，在救落水同伴时沉入了
塘底。 少年的父母因不满获救者“不主动上
门感谢，甚至连葬礼都没参加”的做法，将获
救者告上法庭。 铜山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获
救者要承担“公平责任”，被判补偿8万元；对
水塘存在监管责任的单位也被判赔8万余
元。 救人溺亡者家人把被救者告上法庭，显
然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最后不得
不通过法律来了结， 还是具有其现实价值。
因为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管是道德上还是法
理上，都有了一定的样本意义。

从道德角度来说，在已经确认当事少年
是因为救助落水同伴而溺亡的情况下，被救
者和其家人，应该积极表达自己的感恩与感
激之情，采取实际行动体现自己的诚意。 不
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应该对见义
勇为者的家人给予必要的抚慰。 这不但符合
社会道德的要求，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但从新闻中我们看到，事件发生后，被救者
家人并没有这样做。 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原因
选择了冷漠与逃避，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会给
见义勇为者家人带来二次伤害，同时也有推
卸道德责任之嫌，实际上是对见义勇为精神
的一种否定。

从法律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15条明确规定：“为维护国家、集
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
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
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
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这起事件显然正符合这种情况，
法院本着“公平责任”的原则，作出了获救者
对救人者家人进行赔偿的判决。

在每一起见义勇为事件中，我们都不愿
看到见义勇为者或其家人 “流血流汗又流
泪”。 因为感恩，不但是一种精神抚慰，更是
对见义勇为精神的褒扬与彰显。

获救者被判赔具有样本意义

监管不能坐视“校园贷”无序

养殖业：供给侧之路怎么走

扶贫岂容
“见肉分汤”式腐败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基
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
扶贫领域。 除了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违法
手段外，一些“非典型”的“回扣式”腐败，正在
成为基层干部蚕食群众利益的新变种 ，即
“给你争取一碗肉，你得让我喝口汤”。

扶贫领域中的腐败虽大多数额较小 ，
但这种“零距离腐败”，关系到“十三五 ”末
能否如期脱贫的头等大事。

避免出现这种 “微腐败 ”，不仅要把好
扶贫项目和资金的申报、规划、实施 、验收
“四关”， 而且亟须以公开为 “防腐剂”，以
“零容忍”态度加大惩处力度，保证脱贫攻
坚“最后一公里”风清气正。

文/金雨 图/王铎

新闻漫画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7月5日左右揭晓

� � � � 湖南日报 6月 16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 今晚， 在湖南省文化馆， 专业模特
身穿融入湘绣、 苗绣、 织锦等湖湘非遗
元素的服装走上T台， 传统与现代交相
辉映。 在“2016年中国第11个文化遗产
日·湖湘文化遗产月” 期间， 湖南省文
化厅面向全社会征集了一批优秀的非遗
设计作品， 并精心策划了一个创意T台

秀。
当晚， 创意T台秀现场， 嘉宾身着非

遗再设计的代表作品， 现场讲述湖南非遗
故事， 展示“非遗+创意” 的独特魅力；
专业模特团队身穿优秀服饰文创作品进行
长约40分钟的走秀。 在湖南省文化馆艺术
长廊， 同时展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各类湘
绣、 苗绣、 土家族织锦等。

湘绣、苗绣、织锦等登上创意T台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李青平

6月12日，放学后，涟源二小三年级(56)班的
教室里仍是热闹非凡。 10个孩子正在“梁爷爷”
的指导下对课本剧《守株待兔》进行加工润色。
暑假前，他们会和其他班级一道，到三甲乡一所
乡村学校进行课本剧表演。

课本剧背后的“孺子牛”
“梁爷爷”是涟源市师训中心退休的省教育

学、心理学特级教师梁阜球，年近八旬。2007年3
月， 梁老试着为涟源二小五年级的孩子改编了
一个课本剧《四束鲜花》。 戏里戏外的孩子们特
别开心。

在梁老的推动下，2010年上半年，涟源二小
成立了课本剧课题小组。 作为校外辅导员的梁
阜球老人除了对学校老师写的剧本进行修改，
指导学生排练课本剧外， 还经常自己动手写剧
本， 如今已完成了38个课本剧的改编和指导演
出。 梁老随喊随到，不收取任何费用，有时还自
掏腰包为课本剧购买道具。 遇到一些调皮的孩
子， 梁老会不时买些糖果来“哄哄”、“鼓励”一
下。2010年4月，在帮二年级排练课本剧《三个儿
子》时，因为排练到深夜，学校唯一一次补助了
50元给梁老。梁老再三推辞不掉，便去书店买了
80元的书籍送给孩子们。

“能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让孩子们健

康快乐地成长，我就心满意足了。 ”梁阜球说。

参与的教师“蛮拼的”
涟源二小课本剧近几年“异军突起”，离不

开梁老的推动和热心帮助， 也离不开所有教师
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当初，老师们只是想改编一些小剧，让校园
文化生活有点文学色彩和生活乐趣。 后来，在娄
底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鼓励和支持下， 该校的
课题“小学课本剧的开发与实践研究”于2011年
获得娄底市基础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同
年9月，“小学课本剧编演研究” 课题经立项申
请，被批准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这
无疑给全校师生注入了动力。 排演一场精彩的
课本剧，会耗时一两个月，而排练大部分是放在
课后、双休日或寒暑假里进行的。 假期里，老师
们都是把孩子们带到家里排练，不仅无偿，有时
还会管饭，但老师们都是乐此不疲，甘心付出。

当代全美最佳教师雷夫·艾斯奎斯说:“接触
艺术的孩子会更快乐、更成功、品性也会更好。”这
句话影响着参与课本剧的老师们。 老师们为了课
本剧“蛮拼的”，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蛮拼的”！

孩子是天生的“表演艺术家”
爱游戏是孩子的天性， 戏剧本身就是一种

高层次的游戏， 课本剧将有关教材内容改编成
剧，通过孩子的表演，让黑白的文字鲜活起来，
特别受孩子们喜爱。 老师们也是有意无意让孩

子当“主角”。 让孩子们参与课本剧的改编，演员
通过“海选”产生，甚至让孩子自己当“导演”。

孩子的天性一旦得到激发，潜能无限。 五年
级学生王江华在《小丑伯伯》 一剧中扮演小丑
时，展露了他的表演天赋。 他装大猩猩、学牛羊
叫很到位，在学校两次公演中发挥出色，从此多
了一个“小丑伯伯”的“雅号”，也让王江华懂得
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 在《鹬蚌相争》中
饰演渔翁的谢智敏，人聪明，但就是不爱学习。
经海选当上演员后，台词记得又快又牢，学习热
情高涨。

课本剧表演需要不少道具， 如各类动物头
饰、土地爷爷的白胡子等等，辅导老师就带领孩
子们自己动手制作，培养了孩子的动手能力。 每
次课本剧公演时，不少家长都是孩子的“忠实粉
丝”，拍照录视频，忙得不亦乐乎，与孩子共享成
功的喜悦。

“演绎课本剧，践行真善美”。 2012年5月，涟
源二小以此为主题举办大型爱心汇报义演，义
演剧目11个，共收到爱心捐款4131元。这些钱全
部用于购买精品图书。 图书由孩子们在书店挑
选好，再寄送到张家界市的留守儿童手中。 这样
的一次爱心行动，胜过千百次说教，在孩子心中
培育了“爱和善的种子”。

几年探索实践， 涟源二小的课本剧表演已
“渐入佳境”。 今年4月，该校的“小学课本剧编演
研究”由娄底市教育科研所推荐，正式申报教育
部重点课题。

孩子是天生的演员
———涟源二小课本剧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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