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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王源孝，出生于1941年，退休前系广铁吉
首车站一名普通职工。1989年获评中国红十字
会先进会员；1990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记者认识王源孝已20多年了， 每次看到
他，他总是一副热情如火、随时准备帮助他人
的神态，像钟摆永不停歇，像火车奔腾向前。
所以，人们称他为“古稀之年的雷锋”。

古稀之年成立“志愿服务站”
2014年，王源孝在73岁高龄时，牵头创立

了“志愿服务站”。如今，“志愿服务站”的志愿
者已由建立之初的60多人发展到了200多人，
先后筹措1.25万元，帮助残疾人14人，帮助困
难职工和家属35人。

“志愿服务站”办起了健康服务室，每个星
期六为群众服务。在“五一”、“十一”、春运期间，
他们就在火车站广场为大家免费测血压、测血
糖，进行心理健康咨询和亚健康检测。

2014年4月，吉首火车站区工务段退休干
部黄银墀患病去世。 其妻曾顺秀患有多种疾
病，丧失劳力，因承受不了这一打击，产生了
轻生念头。患有残疾的二女儿也精神崩溃。王
源孝闻知此事，马上拿出500元叫大儿子前往
医院看望慰问， 他则立即与几个志愿者赶到
黄家二女儿家中说：“现在站区办起了志愿服
务站，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王源孝随即以“志愿服务站”的名义，为
曾顺秀向有关单位及时写了申请救助报告，
并迅速得到回应。 还与同志们一起做曾顺秀
全家人心理疏导工作， 一个濒于破碎的家庭
得到挽救。

“春运便民盒”用了15年
尽管已退休，但每到春运，王源孝清晨6

时就会醒来。7时30分，便打开自制的“春运便
民盒”，点完数量后起身出门，到附近药店补
充晕车药和创可贴等常用药物。8时30分，准
时赶到吉首火车站广场老年春运服务站。

今年春运， 已经是他退休后义务服务春
运的第15个年头。他组织志愿者骨干，成立了
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党员服务队， 伴随了15
年的“春运便民盒”也给吉首火车站内的旅客
带来了欢笑与感动。

“我以前对王劳模春运自愿服务旅客有
些不理解，认为是无事找事！”广铁集团张家
界车务段退休职工曾令本说，“但我退休第三
年就加入了他的服务队， 成了便民盒的免费
发放人。”

进入节后高峰期，平均每天有300多名旅
客拿到晕车药。 这些晕车药等是王源孝自费

购买的。“能够让旅客感受到铁路服务的温
馨，是我最大的快乐！”王源孝笑着告诉记者。
在一旁的广铁集团张家界车务段退休职工吴
成怀接着说道:“也是我们团队的最大快乐！”

自1984年在吉首火车站从事客运工作
起，王源孝为旅客排忧解难4.5万多件，帮助过
100多名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患有精神病的旅
客重返家庭，使10多个弃婴得到妥善安置。

宣讲雷锋精神近200场
王源孝经常以自己学习雷锋精神、 热情

为旅客服务的实践向广大群众进行宣讲。退
休15年来，他已应邀到部队、机关、大中专院
校及小学、 沿线车站等宣讲雷锋精神近200
场，听众达10万多人次。他还把自己学雷锋精
神的心得编写成《轨迹》《奉献的凯歌》《岗位》
等5本书，印发2000册，送给有关单位和青少
年阅读。

2012年3月，王源孝与湖南省红十字会干
细胞、遗体捐献资料管理中心签订了“遗体捐
献书”。 他说：“自己的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希
望把遗体也捐给国家， 把一切有用的都给用
得着的人，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2012年5月，他与老伴一起，将多年省吃
俭用攒下的6万元积蓄捐给了中国红十字会。

“学雷锋，见行动。” 王源孝习惯地搓搓
手，笑一笑，“我常说这句‘老话’”。

■点评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 一个人做点好事
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王源孝事迹之所以难能可贵， 就是他愿
意也正在践行“一辈子做好事”的信念。

有句歌词叫“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的确 ， 建设和谐社
会，需要更多的正能量，需要更多的王源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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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李双建 欧阳泽光） 近日，在
益阳市公安局大通湖区分局人口出入境
大厅， 该区北洲子镇马排村村民郭宏伟激
动地说：“感谢警察同志， 真没想到会这么
顺利这么快！”

原来， 郭宏伟有个亲戚患有严重的精
神病，家境贫穷，因无法提供证明其身份的
书面材料，一直没办理身份证，无法办理民
政救济。半个月前，郭宏伟试着来到大通湖
区公安分局。分局了解情况后，为其亲戚启
动“汇商会审”户政审批机制，很快办好了
身份证。

大通湖区自2000年农场改革以来，
随着外地大量农村“外包户”迁入，迁入

户子女无户口问题逐渐突出。 他们本应
在原籍补登补录上户然后办理迁入，但
由于其父母已迁入大通湖等原因， 其子
女在原籍上户再办理迁入很难办。 区公
安分局从实际出发，本着便民利民原则，
逐渐形成了“汇商会审”解决户政疑难问
题的审批新机制。

大通湖区公安分局“汇商会审”新机制
从受理到调查、审核、审批，环环相扣，形成
完整的运行链条和执行体系， 不仅保证了
疑难户口审批的准确性和严肃性， 同时能
高效解决户口难题， 获得当地群众好评。
2013年以来，已为群众解决户政疑难问题
100余起，补登补录无户人员约80人，其中
外地迁入居民子女、家属60余人。

大通湖公安“汇商会审”
解户政难题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昨日一早，岳阳市岳阳楼
区疾控中心会议室热闹非凡，来自岳阳市
的16个公益团队100余名志愿者齐聚于
此， 参加2016年第三期应急救护培训班。
当天已经是第2天了， 但志愿者们的热情
有增无减。

老师上心，学生用心。“在做心肺复苏
之前， 要先判断伤者有无呼吸， 有无意
识？” 岳阳市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昉是本
次培训的主教， 他边演示边向大伙讲解。
两天时间，运动基本知识救护概论、心肺
复苏、 创伤救护等理论加实践的项目，让
志愿者们学得津津有味。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的渔民志愿者范钦贵还工工整整作
了许多笔记。

江豚协会有两位聋人志愿者报名，
虽然授课老师有PPT辅助教学， 但聋人
志愿者听不到老师的解说。 为了让他俩
能学有所获， 活动主办方联系了岳阳市
特殊教育学校， 特校校长吴志刚迅速安
排手语老师， 到活动现场为他俩翻译。
“这是对残疾人应急知识宣讲的一次新
的尝试。”岳阳市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副
秘书长徐湘平表示，“不需他们达到很高
水平， 他们能够进行自救或者救身边人
就非常成功了。”

岳阳市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协同省
红十字会、岳阳楼区红十字会开办了此次
志愿者应急救护员培训班。 截至目前，共
开展了3期，已培训了245名志愿者，均顺
利结业。

岳阳245名志愿者增应急救护本领

“雷锋”今年七十五

� � � � 2015年1月15日，王源孝（左一）组织志
愿者洁净街道。 通讯员 摄

（上接1版）

文化金融合作，创新不断
创业青年唐俊创立了湖南艺尚源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和很多小微企业创业者一样，他
也遇到过一道“大坎”———资金紧张。后来，他
在参加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次文化企业和金
融企业的座谈会上， 听说可以通过湖南省文
化旅游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从银行贷款， 就向
该公司提出担保贷款申请，从银行贷到了100

万元，解决了经营的燃眉之急。经过一年多的
发展，唐俊公司的经营规模已从500万元跃升
至5000万元， 他透露，2017年预计实现收入
2.5亿元到3亿元。

近年来，除了银行信贷，我省文化产业与
金融业的合作， 范围越来越广、 规模越来越
大、形式越来越创新。政府初步建立了文化与
金融合作的服务体系，银行、证券、保险、信
托、担保、基金、产权交易、小贷公司、财务公
司等一应俱全， 为全方位满足文化企业的融

资需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湖南省文旅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为例，

据该公司副总经理丰立芳介绍，文旅担保3年
内先后为省内80余家企业提供了6.5亿元资金
服务，实现了财政资本金6.5倍的放大效应，累
计带动国民生产总值50余亿元， 促进就业
3000余人。“我们所服务的对象以文化企业为
主，包括出版印刷、动漫游戏、休闲旅游、互联
网信息服务、城市文化建设等多个门类，近20
个子行业。”丰立芳说。

互利共赢发展，深入合作
诚然，湖南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成效有目

共睹，但合作空间依然很大。
杨金鸢认为， 由于文化产业轻资产的特

征， 与银行业传统放贷模式存在理念上的差
距，新的融资模式又多处在探索阶段，融资渠
道还不够通畅，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依然存在。

“我省文化企业大多是中小微文化企业，
盈利模式较为单一、生存发展压力大，资金需
求显得尤为突出。全省近4万家的中小微文化
企业迫切需要资金的阳光雨露。 这些靠创意
生存、靠创意发展的企业，给点阳光就灿烂，
一有雨露就发芽，极需金融机构支持。”杨金
鸢指出， 一些拟上市文化企业急需金融机构

的专业辅导，这些文化企业成长性非常好，在
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能够很快上市。反过来，
快速成长的文化企业又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
良好效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杨金鸢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鼓励金
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中央出
台《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标
志着中央已将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纳入全面深
化改革全局。从实践看，文化产业已成为社会
资本关注的热点， 金融资本成为推动文化产
业市场化、专业化、资本化的关键因素。对湖
南金融业与湖南文化产业的合作对接， 我们
充满期待。”

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进入“互利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