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熊
远帆 通讯员 蒋鑫 胡富君） 或明或
暗的针线交织， 形成奔腾的浪花，而
船好似在破浪中前行。今天，由湘绣
刺绣大师徐向荣领衔创作的“华山”
号船模湘绣， 在长沙沙坪湘绣小镇
面世。

这幅作品以长沙船模专家王芳
德制作的“华山”号船模为创作原型。
1955年6月20日，毛泽东同志曾乘坐
蒸汽机轮“华山”号，从长沙城北七码
头出发，上行至猴子石后下水横渡湘
江，至河西牌楼口登岸。该船也是新
中国成立后长沙港最早的客轮之一。

作品长1.6米、宽0.8米，先后由4
人耗费了半年时间完成。 徐向荣介
绍，作品的难点在于浪花的细节处理
上， 需要用不同颜色的针线和绣法，
表现出层次，把波浪的起伏动感表现
得淋漓尽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的

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
爱云说， 作品使用了10余种不同的
绣法，像传统的掺针、绣水纹时用的
交叉针、漩针等，着重突出绣品的层
次和立体感，船体和大自然色彩鲜艳
明快，极具艺术性、史料性和收藏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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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真甜啊！”一股清泉水从水龙
头哗哗流出， 今年86岁的谢玉堂老
人像孩子一样对着水龙头喝上一
口，皱巴巴的脸上笑得像桃花绽放。

6月9日， 在溆浦县观音阁镇畔
坪村田儿冲谢玉堂家， 谈起水的话
题，一家人感慨万分。

“做梦都不敢想，这辈子还能喝
上清甜的自来水。” 谢玉堂对记者
说，过去，靠天喝水，村里人在山脚
下挖坑蓄水，有泥巴味不说，遇到干
旱，挑一担水要做很多用。

“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
自来水。” 谢玉堂的儿子谢烨笑着
说，水甜在嘴里，更甜在心里。

走访田儿冲， 听村民们讲了不
少“甜”在心窝的事。

“过去出行靠走，如今车子开到
家门口。”村民刘克胜谈起村里交通
变化，同样一脸灿烂。以前去镇上赶

场来回要走8小时。现在水泥路修到
了村里，坐车到镇上仅40分钟。

“两年前，可不是这光景。”村民
谢三妹念起了一段顺口溜：田儿冲，
并不甜；苦恼事，多得很；喝着泥巴
水，走着泥泞路；电视雪花状，手机
是摆设；一年四季靠种田，脱贫不知
等哪年。

“田儿冲，甜了！”说起村里现在
的变化，谢三妹如数家珍：农网改造
后，用电质量有保证，电价也便宜多
了；新建了移动基站，手机不再是摆
设……如今, 谢三妹家新修了两层
小楼房，用上了电热水器，安装了浴
霸，还有全自动洗衣机。

“能有今天，得感谢党的精准扶
贫政策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倾情帮
扶。”畔坪村村支书谢历华说。

田儿冲，高山上的贫困村（去年
合并到畔坪村），海拔800多米。

2015年初， 怀化市工商联副主
席龚小栋带着扶贫工作队驻村时，

村里路不通、电不稳、饮水难，没有
产业支撑。村民议论，工作队没准过
几天就会走，能干成啥事？

很快, 扶贫工作队确定了公路
硬化、农网提质、安全饮水、通信工

程等10大重点项目。去年底，项目全
部完工。

“看着一个个项目建成，群众服
了。”谢历华说，村民发展产业的积
极性也上来了。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吴红艳

青山如黛，鸟语花香。走在花垣
县龙潭镇青龙村， 一些贫困户和已
脱贫的村民跟记者谈起脱贫， 他们
最大的感受是脱贫路上有人帮。

这是一个纯苗族村寨，村里338
户1388人全部为苗族。

6月13日下午，在青龙村百姓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辣椒地里，61岁的
苗家阿丫（大姐）吴梅莲与村里十几
位妇女，在给辣椒抹岔。阵雨悄然而
至，戴着斗笠、原本蹲着的吴梅莲站
起来，与记者交谈。吴梅莲家有4口
人，老伴体弱多病，大儿子有智障，
二儿子在县城读高二， 家里就她一
个劳力。

“我想早点脱贫，当贫困户并不
光荣呀！幸亏大家都帮我，我们理事
长就是个大好人。”吴梅莲说的理事
长， 是百姓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石小峰，党员，今年41岁。他曾专门
去湖南伟大农业发展公司打工3年，
学习技术与管理。

吴梅莲家3亩地，以每年400元
的价格租赁给合作社， 自己到合作
社做工，每月可拿到1500元左右。

其他几位苗家阿丫也说， 是石
小峰帮了大家的忙。 一旁的石小峰
连忙说，扶贫是大家相互帮扶呀！花
垣县财政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侯劲， 一大早就
去县城的超市和学校， 帮忙找辣椒
销路。

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石建芝
告诉记者， 村里现有3个合作社，在
带动贫困户脱贫上作用很大。今年3
月村里进行了第8次精准识别，有11
户47人脱贫。

6月14日上午，沿着一条蜿蜒山
路，记者来到养羊大户、48岁的苗家
汉子石金针家。 他家的老木屋还是
200多年前建的，羊圈就建在屋旁。

谈起家里的情况， 一脸络腮胡
的石金针既兴奋，也有些无奈。

兴奋的是， 他家曾是贫困户，
2015年扶贫工作队免费送来16头
波尔山羊与本地山羊的杂交羊，现

已发展到150头， 只用两年脱了贫。
无奈的是，家里羊圈不够用，一半羊
关在山上，借用别人的羊圈，而山上
野狗多， 去年就被野狗糟蹋了20多
头羊。 荩荩（下转2版②）

最近，湖南日报社派出50余名记者，分赴
全省49个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贫困村。他们跋山
涉水，晓行夜宿，入农户，话家常，亲身感受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效，真切体会党的十八

大以来贫困村发生的变化。 记者们将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借助湖南日报社旗下
各媒体，讲述扶贫路上的精彩故事，呈现三湘
四水脱贫攻坚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展示贫

困地区干部群众与贫困决战的精神风貌。从今
天起，湖南日报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走
三湘 看扶贫》专栏，刊发记者们从贫困村采写
回来的报道，敬请关注。

田儿冲，甜了！

青龙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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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 18日讯 （记者
柳德新）省农信联社今天宣布：全省
农信社（农商银行）存款总量在全省
金融机构中率先突破8000亿元大
关，达到8147亿元。这标志着我省
农信社服务“三农”实力再次跃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农村金
融如何实现新作为？ 省农信联社理
事长张志军提出， 在全省农信社树
立“小额存款最稳定、小额贷款最安
全、支农支小最有为”的经营理念，
构筑“小”的优势。

小额存款最稳定。 作为农村金
融主力军， 全省农信社机构网点达
4000余个，且大多分布在乡镇和社
区。这种不可复制的网点优势，推动
了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吸纳
了农村众多的小额存款。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 电话银行等新渠道和福
祥卡等特色银行卡， 提升了农村金
融服务水平。在县域，大部分农信社
的存款总量占当地市场份额的40%
以上。全省农信社存款总量从1000
亿元到4000亿元，用了8年时间；从
4000亿元到8000亿元，仅用了不到
4年时间。

小额贷款最安全。 从培育农民
信用意识入手， 全省农信社普遍推
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 形成
“评级、授信、发放贷款证和小额信
用贷款”的支农信贷模式。省农信联
社主任李勤介绍， 全省农信社持续
开展“访客户、问需求、优服务”客户
营销活动， 贷款总量达4307亿元，
而户均贷款额才10余万元。

支农支小最有为。省农信联社锁
定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主题，引
导信贷资源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倾
斜，厚植发展优势。截至5月末，全省
农信社涉农贷款余额3549亿元，占贷
款总量的82%；小微企业贷款1925亿

元，较年初净增175亿元。省农信联社
创新推出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以金融
活水“滴灌”贫困户，并获得“中国银
行业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对
211万户贫困户评级，授信436亿元，
106亿元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直接帮
助29万户贫困户发展产业。

以“小”的优势实现“大”的作
为。如今，全省农信社存款总量、贷
款总量、 涉农贷款余额均稳居全省
各金融机构之首。

■短评

“小”与“大”的辩证法
柳德新

“小”与“大”，相伴相生，辩证统
一。全省农信社（农商银行）立足县
域 ，支农支小 ，以 “小 ”优势实现了
“大 ”作为 ，无愧于 “农村金融主力
军”的称号。

与全国性大银行相比， 我省每
个县级行社（农信社、农商银行）都
是一个独立法人， 属于农村中小金
融机构， 受制于规模和风险防控能
力， 不能像大银行那样 “垒大户”。
全省农信社从“小”处着手，深耕“三
农”，服务小微，为乡镇、社区提供基
础金融服务， 为贫困户发放扶贫小
额信用贷款……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 “小业
务”， 却让农信社有着提升形象的
“大赚头”。大量的小额存款、小额贷
款聚沙成塔， 才使得全省农信社存
款总量、 贷款总量均稳居全省金融
机构首位。

坚持服务“三农”定位，从“小”
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这是全省农
信社差异化竞争的制胜之道。

� � � � 湖南日报6月 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 今天上午
11时许， 一架波音747大型飞机在
长沙黄花机场落地， 机上搭载的是
1012位特殊乘客———美国种猪。这
是我省继2012年后第二次直接进
口种猪， 但与5年前临时性进口不
同，此次我省将开启种猪进口常态
化进程。

此批进口种猪品种为杜洛克
猪、长白猪和大白猪，是生长发育最
快的猪种， 肥育期平均日增重750
克以上， 饲料转化率在2.8左右，各
项性能指标都明显好于本土许多生
猪品种。它们被安置在26个木制笼
子里，从芝加哥的机场起飞，历经17
个小时长途颠簸抵达长沙。

飞机刚刚停稳， 已经等候多时
的检验检疫、 海关及边防工作人员
立即穿戴上隔离防疫装备， 登机消
毒、核对单证、逐箱逐头开展临床检
疫。进口商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
司负责人介绍， 这批进口种猪平均

每头价格超过14000元， 总货值近
1500万元，经查验所有种猪健康状
况良好，60分钟内顺利完成通关。
“按照国家规定，进口种猪还要送往
指定隔离场， 在官方兽医的驻场监
督下接受45天隔离检疫，杜绝疫病
风险。”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
王新武告诉记者，目前，我国仅在北
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建有4个常
态化运行的国家级隔离场，因此，以
往我省引进种猪都通过这四地口岸
通关并隔离检疫，不仅等候时间长，
国内二次运输还加大了企业成本和
疫病传播风险。 为了保障此次直接
进口种猪要求、 满足中西部引种企
业需求， 我省支持中国牧工商（集
团） 总公司与本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伟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在湘潭县建立了全省首家进境种猪
指定隔离场，于3月底通过国家质检
总局验收。

荩荩（下转2版③）

� � � � 湖南日报6月 18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宋咏琪）今天，
在“魅力洞庭———旅游产业博览会
之旅游项目推介暨旅游招商项目”
签约仪式上， 益阳东部新区国际文
化旅游度假区和生态新城等16个
项目集中签约，落户益阳，合同引资
832.6亿元。

6月16日至18日，湖南·益阳首
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
节在益阳市举行， 节会期间好戏连
台，今天的签约仪式是其压轴戏。其
中， 益阳东部新区国际文化旅游度
假区和生态新城项目是本次签约投
资的最大项目。湖南广电网络、湖南
发展资产管理集团、 湖南体育产业
集团三大省管企业与益阳市人民政
府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由益阳市人

民政府授权益阳市两型建设投资公
司， 与上述三大省管企业合作开发
建设益阳东部新区120平方公里规
划区域，以“旅游+”的思路，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推动益阳东部新
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
大产业发展，力争在10年内新建一
座旅游文化新城， 把益阳东部新区
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度假
目的地。此外，佳兆国际将投资50亿
元，在益阳东部新区鱼形山打造甜甜
湾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周期8
年，一期建设项目包括动物园、潜水
基地、水上娱乐项目、特色民居、旅游
生态农庄以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目
前， 该项目已进入概念性规划阶段，
将于2018年正式动工建设 ,2019年
开业营运。

支农支小 农信领跑
全省农信社存款总量率先突破8000亿元

千余头美国种猪“包机”入湘
我省开启种猪进口常态化进程

� � � �水泥路修到了田儿冲农民家门口。 李夏涛 摄

16个项目集中签约

益阳合同引资832亿

湘绣再现“华山”号
毛泽东同志曾乘坐该船，下水横渡湘江

� � � � 上图：6月18日， 长沙
市紫金湘绣基地， 高级工
艺美术师徐向荣领衔绣制
“华山”号船模湘绣作品。

右图：6月18日， 即将
完工的“华山”号船模湘
绣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 � � � 6月8日，花垣县龙潭镇青龙村，65岁的五保老人石志安站在自家簇新板壁
的木屋前，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好，共产党万岁！” 彭业忠 摄

� � � � 6月18日晚，由湖
南省歌舞剧院创作的
音乐剧《袁隆平》在湖
南大剧院首演。 该剧
以我国当代科学家、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的故事作为创作素
材， 讲述袁隆平和他
的团队成员探索杂交
水稻的生命科学，为
世界粮食做出巨大贡
献的故事。 图为演出
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詹璐 摄影报道

音乐剧《袁隆平》长沙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