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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德新 徐亚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
篇《岳阳楼记》，因其浓浓的忧乐情怀而被传
诵千古。

“忧乐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
的基因，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其内涵非常丰富：“位
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担当、“穷年忧黎元，叹
息肠内热” 的民本情怀、“心忧天下、 敢为人
先”的创新意识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
值追求……

平江县扶贫办主任叶剑芝 ， 以其17年
如一日的行动 ，生动诠释了新时期的 “忧乐

精神 ”。
心有大爱，步履铿锵！扶危济困，涓滴成

河。 作为当代共产党人， 最深沉的 “忧乐精
神”，就是做好扶贫工作，不让一个贫困群众
在小康路上掉队。叶剑芝把“忧乐精神”融入
到一件件具体的扶贫帮困工作中。 他心里始
终装着困难群众，把服务人民作为他的天职；
他忧群众之忧、乐群众之乐，无时不在为群众
排忧解难……他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肩
负起了党和政府交给他的平凡而神圣的使
命，为“忧乐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叶剑芝诠释的这种“忧乐精神 ”，源于历
史，融入党性，深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好干
部的要求，值得我们见贤思齐。

�荨荨（紧接1版①） 村里的健康养老服务中心2
号栋成功封顶；村党委书记钟宏被评为“醴陵
市重教兴学功勋人士”。

“这些年，村里大事、喜事多着哩！”听说
有记者来，村民们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
说起了村里和自家的变化：

“这两年，我家光股份分红就分了1万多。
住进了别墅， 还买了小车。”67岁的喻志群老
人满脸笑意。

“去年做生意赚了30多万，根本没想到，
像做梦一样。” 黝黑精瘦的钟武红一开口，就
被大家打趣：“才30万？你肯定保守了。”

“以前，钟书记去乡里开会，只能坐最后
一排，没地位嘛。现在呢，我们跟着去开会的，
都坐第一排，发言也是第一个！”村党委副书
记肖美华爽直利落、快言快语。

村里的当家人钟宏在一旁微笑听着，并
不插话。这位个头不高、娃娃脸的村党委书记

已年过5旬，在珊田村当家20年，是“全国十大
杰出村官”。村民们评价他：“不爱打牌、不爱
当官，会想事、会做事、能成事。”

1997年，钟宏出任村党委书记时，正是中
国城市化浪潮开始之时。 地处城郊的珊田村
首当其冲，大批农田被征收，乡亲们失地后怎
么办？能不能抓住机遇分享城市发展红利？钟
宏带领村委会一班人北上东进， 先后到江苏
华西村、陕西东岭村、上海九星村等发达村庄
取经求知，反复摸索，最终确定了“优势在区
位、出路在招商、关键抓项目”的发展思路，通
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股份制企
业，“挑”起村庄入城市，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钟宏告诉记者， 珊田村眼下有大大小小
23家村级集体、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已形成有

色、金融、医养、陶瓷、房地产、农业休闲等6大
产业。2016年，全村实现工农商总产值15.3亿
元，上缴税收24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2034元。

2014年， 村里组建起醴陵市第一家村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珊田投资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村民每人配股1000元，个人还可
自愿认购，使“农民成股东，村民变股民”，为
解决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出路提供了实在保
障。

“走，带你看看村里的产业。”钟宏开车径
直往市中心奔去。见记者疑惑，他解释，如今，
珊田村的产业早已不局限在村里， 和上海农
商银行合作成立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 和四
川石棉锌业公司合作组建湖南四环有色金属

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醴陵振美艺术陶瓷有限
公司， 在数里之外的楠竹山村投资上亿元打
造生态农业休闲园……珊田村的产业触角正
向醴陵、株洲，乃至省外延伸。

“珊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村庄，未来，

我们要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村庄， 让村民
变居民，让珊田更美丽更宜居。”钟宏说。

夜幕降临，灯光次第点亮。珊田广场上，
音乐轻扬，舞姿翩跹，流光溢彩中的珊田村更
显动人……

珊田村：敢想敢干“闯”进城

�荨荨（紧接1版②） 每当有领导去探访，他随手
就能画出一幅乡、村简略图，沿途的地形和村
落、农户一清二楚。

对于各乡村的贫困情况，他看在眼里，记
在纸上，忧在心中：三墩乡公平村有的小孩9
岁都没上学； 南桥乡金梗村有户人家仅有一
个5瓦的灯泡，上厕所要拎着花线走；钟洞乡
和众村屋顶盖的是石片，几个小孩没衣穿，光
着屁股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到一年时
间，叶剑芝跑遍了平江773个村子。他边走边
记，光笔记本就用掉了几十个。“越跑，心情越
沉重；越扶贫，越感到肩上责任重大。”这也更
坚定了他的决心，“不把贫困情况弄清， 愧对
平江的20多万英烈， 愧对扶贫办副主任这一
岗位！”

叶剑芝把贫困户都看作亲人。一次，他陪
一位领导走访咏生乡复兴村。来到唐落梅家，
叶剑芝从背包里拿出几盒药送给她。 这位领
导吃惊地问他，怎么知道她患了病、需吃什么
药。 叶剑芝说：“这一带几十里， 哪家是贫困
户，哪家有人生什么病，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叶主任就是一个大容量的U盘，10多年
不断下载和刷新， 脑子里装满了全县扶贫信
息。”县扶贫办副主任胡猛如是说。

扶贫办干部王红， 管过贫困数据3年。可
对数据熟悉程度，她却自愧不如叶剑芝。重点
贫困乡村的情况，叶剑芝甚至能脱口而出：长
寿镇大福村有23户贫困户，咏生乡有273户急
需解决问题的特困户……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容不得数据不实、
底子不清啊！”叶剑芝说。

“你一进我的门，我的心就暖和了!”
山区的严冬， 北风中卷着雪花。2003年腊

月初十， 叶剑芝来到南桥乡金梗村半山腰两间
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土坯垒起的床铺上，一床破

旧的竹垫子上落满雪花。这是方斌文的家。
“大伯，您的被子呢？”
老人拍拍摊在一旁的稻草：“这就是。”
“这是稻草啊！”
“这就是被子，全家4个人，每人盖一捆。”
叶剑芝鼻子一酸：“雪天不冷吗？”
“习惯了。”
老人的话， 刺痛了叶剑芝的心。 大雪封

山，全县还有多少父老乡亲在用稻草御寒呢？
忧心忡忡回到县城， 叶剑芝立即向财政

部驻平江扶贫工作组汇报， 财政部很快在部
机关募集10万元善款。为了节省成本，叶剑芝
坐货车去株洲购买了1000床被套、床单，同时
安排人员在县城几个厂子加班加点赶做棉
絮。终于赶在过年前，他带领10位同事，将御
寒物资一件件送到贫困对象手上。

再次来到方斌文家， 他边铺棉被边对老
人说：“如果还不暖和，您跟我说。”

“暖和，暖和！你一进我的门，我的心就暖
和了！”

“全县那么多的无房户、
危房户等不得!”

“小康不小康，首先看住房。安居方能乐
业。”叶剑芝深知住房对于一个家庭脱贫的重
要。多年来，他见过太多的“床头屋漏无干处”
的景象。直至2013年，全县还有4896户无房户
和11729户D级危房户。

2013年4月，叶剑芝特地选择偏远的南桥
乡富强村作为自己的联系点。“白天听鸟叫，
晚上听兽叫”，是当地人自我解嘲式的介绍。

当他气喘吁吁走进该村半山腰宋兴隆家
里时，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栋盖着杉皮的
破旧土屋，斜靠在绝壁之上。杉皮已然腐朽，

土墙裂痕处处，整栋“建筑”只要跺跺脚就全
身颤栗。

叶剑芝的心在颤栗！
宋兴隆体弱多病，妻子患尿毒症，大女儿

在外打工， 两个小女儿在离家很远的南桥乡
中学上学。 小女儿怯生生地说：“每到夜里刮
风下雨，爸爸怕房子倒塌，总是把我们从梦中
叫醒，去邻居屋檐下等到天亮。”

叶剑芝的心中顿时不安起来。 他暗下决
心：加快推进危房改造，给孩子们一个半夜不
受惊吓的家！

为争取建房资金，叶剑芝进省城，跑京城，
踏破铁鞋。有一次赴京求援，他在一位领导家门
口“程门立雪”。该领导看到这位来自平江的“冰
人”，感动不已：“快进屋，暖和暖和！”

“我暖和了，但危房里的父老乡亲还在挨
冻呢！”

“想办法！一起想办法！”
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 平江县在全省

率先启动“百村示范、千村联动、万户安居”工
程。

工程启动，叶剑芝的心依然未放下。好心
的朋友劝他“你急什么？”他却真急了，发了一
通无名火：“急什么？我等得，你等得，宋兴隆
等不得， 全县那么多的无房户、 危房户等不
得！”

朋友问：“宋兴隆是谁？”
答：“我的亲弟兄！”
2014年12月，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宋兴隆

和全县首批80户危房户一道， 搬进了窗明几
净的新居。

截至目前， 该县改造贫困户危房7000多
户， 易地搬迁建房5000多户，3万多名贫困人
口搬进了新家。叶剑芝创新探索出了“三定一

帮”（统一定方案、合理定地址、科学定补助，
整合资金帮）的贫困户危房改造“平江模式”，
被推广到全省，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提供了生动注脚。

“自己苦换来贫困群众安，值！”
“小病拖、大病扛，危病等着见阎王。”这

是贫困村民的难言之痛。 囊中羞涩导致许多
贫困家庭的人没钱治病，残疾人、精神病等患
者只能听之任之。因病致贫的情况，让叶剑芝
深感忧虑。

每次看到贫困患者， 叶剑芝都会想起自
己的母亲。5岁时，母亲得了肺结核，经常大口
吐血。“因为没钱，父亲只好自己为母亲打针。
由于没有卫生消毒条件， 母亲的屁股都打出
了两个洞。”他决心不能再让村民重蹈母亲的
覆辙。

2014年4月，在南桥乡汤塅村调研时看到
的情形,让叶剑芝的心像针扎一样难受。土坯

房里光线昏暗，墙面斑驳脱落，屋内弥漫着难
闻的气味，一个人蜷缩着躺在床上，桌边床边
是散落的药瓶和药盒。村民说，躺着的这人叫
徐福春，今年30多岁了，近10年没出过村，洗
澡洗衣、把屎把尿都要年近古稀的父母劳神。

叶剑芝立即联系了县城医院， 帮徐福春治
病。后来，在叶剑芝的帮助下，徐家住进了100
平方米的房子，徐福春的病情也有好转，他动情
地告诉记者：“叶主任就是我的大恩人!”

国家出了大病救助政策以后， 叶剑芝积
极推动县级配套政策出台。目前，该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生病后，除了能得到国家、省里保
障外， 还有一系列补助政策， 最高能补20万
元，基本解决“看不起病”的问题了。

看到这些年来的变化，叶剑芝终于乐了：
“虽然自己苦点，但换来了山区贫困群众的安
康。值！”

把群众忧乐挂心头， 叶剑芝以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忧乐精神”。

群众忧乐挂心头

“忧乐精神”的生动诠释■短评

� � �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记者 曹娴）省环
保厅今天通报8月全省环境质量状况：全
省14个市州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8.8%，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永州、衡
阳、岳阳，排名后一、二、三位的是邵阳、郴
州、长沙；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
个监测评价断面中， 一至三类水质断面
326个，占94.5%。

8月，我省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24微克/
立方米和43微克/立方米， 同比分别下降

29.4%和25.9%。 其中PM2.5浓度下降幅度
较明显的是永州、衡阳、郴州、怀化等市；
PM10浓度下降幅度较明显的是永州、益
阳、岳阳、衡阳等市。 全省县市区中，空气
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炎陵县、 桂东县和
靖州县，排名后三位的是溆浦县、临湘市
和资兴市。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全省29个
饮用水源地监测断面中，28个水源地水质
达标。 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总体为轻
度污染，但水质呈好转趋势。

8月我省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8.8%
永州、衡阳、岳阳排名前三位，邵阳、郴州、长沙排名后一、二、三位

� � � �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8月我省工
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简称PPI），其中，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 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同比上涨7.4%，两者均在增速连续4个
月放缓后，重回“加速”通道。

统计显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处于
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受采掘工业价格、 原材
料工业价格迅猛增长影响，同比上涨7.0%，影

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5.3个百
分点。 处于中下游的加工工业价格、生活资料
价格则分别同比上涨4.7%、1.1%，增速保持稳
定，且明显低于上游生产资料价格增速，显示
出中下游行业利润空间遭到挤压。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
燃料和动力、 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等价格增
幅十分“抢眼”，均达到12%以上，工业企业成
本压力增加。

综合来看，8月份， 我省PPI指数的变动释
放出我省工业向好发展信号。 价格指数增速加
快，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处于相对活跃期，盈
利水平提高，工业经济呈现稳步向好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 今年以来我省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始终高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且从5月份
开始两者“剪刀差”持续扩大，8月份购进价格已
高出出厂价格1.8个百分点。可见，企业成本涨幅
高于出厂价涨幅，工业利润面临下行压力。

8月我省PPI同比上涨5.6%
释放出全省工业向好发展信号

石长铁路动车组
首次进行拉通试验

9月11日， 一列动车组快
速驶过常德火车站。 当天，
D7580次动车组 （长沙火车站
开往石门北站） 首次进行拉通
试验， 标志着常德即将迈入动
车时代。

刘颂 摄

� � � �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欧阳锋）今天，省安监局发布《关于
认真贯彻实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对
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
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我省对10类安全
生产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

这10类行为是：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或1年内累计发生3起及以
上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的；未按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擅自开展
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或职业病危害严重超标， 不及时整
改，仍组织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采取隐蔽、
欺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对抗安全监管监察
的；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仍然从事生产经

营建设活动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
故的；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等高危行
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
生产和使用的；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超层
越界开采、以探代采行为的；发生事故后，故
意破坏事故现场，伪造有关证据资料，妨碍、
对抗事故调查，或主要负责人逃逸的；安全
生产和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
告或证明，违规转让或出借资质的。

省安监局表示， 我省如有发生上述失
信行为的对象， 经国家安监总局审议确定
为联合惩戒对象， 将通过全省信用信息门
户网站“信用湖南”向有关部门通报，按照
国家要求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形成“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

� � � �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刘银艳 于
振宇）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悉， 日前举办
的全国创业引领者专项活动暨创业培训讲师
大赛在重庆收官， 经过激烈角逐， 我省选手
在个人综合能力赛、 课程设计作品赛中均取
得骄人成绩。 同时我省作为全国获奖项目最
多的省份， 被人社部评为“优秀组织奖”。

郴州选手黄虹辉以总分排名第二的成

绩， 获个人综合能力赛二等奖， 并获得了3
个直接晋升国家级培训师的名额之一。 株洲
选手李聃以总分排名第四获三等奖， 并获得
直接参加国家级培训师选拔资格。 长沙选手
吴轩辕获得优胜奖。

在课程设计作品赛中， 我省选送的6件
作品共有5件进入前20名并获奖。 其中， 长
沙选手胡玮和湘潭选手胡华分别荣获课程设

计作品第二名和第四名， 均获得课程设计作品
二等奖。 长沙选手周红金、 邵阳选手祝越广、
衡阳选手黄勇获得课程设计作品佳作奖。

全国创业引领者专项活动暨创业培训讲
师大赛于2017年3月正式启动， 各省经过市
级初赛、 省级分赛层层赛程比拼， 共有58名
讲师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并推荐了134个
课程设计作品参加单项奖角逐。 湖南各级人
社部门精心组织806名创业培训讲师参加市
级初赛。 在晋级省级分赛的37名创业培训讲
师与78件优秀课程设计作品中， 选拔3名创
业培训讲师、 推荐6件课程设计作品参加全
国总决赛。

我省对10类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安全大检查 全省在行动

� � � �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 通讯员 邓崛
峰 记者 左丹）新学期刚开始，企业进高校
揽才大战就已打响。 今天， 世界500强企
业、全球领先的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综合
服务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长
沙理工大学举行专场招聘会。来自长沙理
工大学和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南华大学等
省内10余所高校的2018届相关专业毕业
生近4000人参加了招聘会。

中国交建下属23家二级单位60余家分
（子）公司参加本次招聘会，提供近千个工作
岗位。招聘专业涵盖交通类、土建类、经管
类、机械类、文法类、无机非金属材料、水利

港航类、测绘类、通信工程、外语、物流等相
关专业。中国交建每年在长沙理工大学招聘
不同层次毕业生600人以上，在学校毕业生
中享有“最佳雇主”的赞誉。据学校招就处处
长方文彬介绍，在大型央企举办校园招聘会
时，为让优秀毕业生和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
生实现百分之百就业，学校将这些学生做重
点推荐。比如今天的招聘会，每家招聘单位
都收到了学校发给他们的重点推荐名单。

截至今日， 长沙理工大学已针对2018
届毕业生举办了校园招聘会35场， 参加招
聘会毕业生超过3000人次， 已有近400人
和单位签订了就业意向书。

大型央企来湘揽才

唐婷

距株洲1小时，距长沙2小时，出村10分钟
便可上高速，高铁站近在咫尺。珊田村区位之
优越，可见一斑。

珊田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是城市化浪
潮的馈赠，是区位优势的反哺，更是村党委一
班人带领村民们敢想敢干、敢闯敢拼的结果。

村党委书记钟宏，多次放弃提拔和下海的
机会，20多年来扎根村里， 带领乡亲们在失地

后走出了一条产业致富的路子。说起钟宏，村
民们都竖起大拇指：“钟书记，我们服气。”

当村庄融入城市，面临的挑战更大。时代
大潮中，人们记忆中的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
外斜 ”， 已然化为与城市并无二致的车水马
龙、鳞次栉比 。对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来说 ，既
要像经营城市一样经营村庄， 满足乡亲们过
现代化生活的愿望， 也要在钢筋水泥之间留
存一条老街、 延续一分古风， 让人们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记者手记 当村庄融入城市

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收官

湖南获奖项目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