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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娭毑，这个布鞋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
方咯？”

“左脚鞋子里绣的是‘平安’二字，右脚鞋子
里绣的是‘幸福’二字，每一脚都是奋斗，每一步
都是爱心，你说这样的鞋子特别不特别？”

最近，88岁的韶山毛家饭店创始人汤瑞
仁又“火”了，因为她在朋友圈里不卖红烧肉，
反倒吆喝起了布鞋来。 大家都在好奇地问：
“汤娭毑这是怎么了？”

5月3日，记者来到汤瑞仁家里采访，只见她
满头白发，见证了时代的沧桑。挺得笔直的胸前，
金黄色的毛主席头像与党徽格外亮眼……

“这是残疾朋友做的鞋子。他们就靠这个
生活，所以我要吆喝，而且还得勤吆喝!”见面
第一句话，汤瑞仁干脆、爽快，直奔主题。

原来，几年前，汤瑞仁偶然结识了几名来
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残疾朋友。“他们
的疾苦，我懂。”汤瑞仁边说着，边指着腰部和

大腿位置，“喏，我这里已经嵌了9块钢板、5颗
钢钉了。”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靠1.7元钱卖绿豆
粥起家、几十年后拥有上亿元资产，曾两度遭遇
丧子之痛， 并在75岁时病危却奇迹般康复的老
人，说起自己的身体状况时，异常淡然。

为了帮助这些残疾朋友， 汤瑞仁主动将
50多名残疾人“引进”自家公司，并教他们以
丝瓜瓤、亚麻面料、棉布等为原料制作保健布
鞋。同时，她还组织近200名农村妇女手工纳
制鞋底，发展1500多亩丝瓜种植基地，为贫困
户提供创收平台。

“残疾人也有梦想，也要活得精彩。”汤瑞
仁小心翼翼地拿起摆放在桌子上的布鞋，用
拇指轻轻摩挲着亚麻色的鞋面， 又将鞋身侧
翻过来，指着里面绣有“平安”“幸福”等字样
的鞋垫说，“这一针一线，都是心血，也都是期
待。走在地上的每一脚，是奋斗，是坚持，也是
爱心。”

“布鞋梦”，其实也是汤瑞仁一直根植在
心中的“公益梦”。

“人民币是人民积攒起来的，我们要把它

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这是她经常挂在嘴
边的话。她创办的毛家饭店，已在全国开设连
锁店300余家，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3万余人，
带动1万多户种养专业户增收致富。

近年来， 汤瑞仁累计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4500余人；建立了教育基金、残疾人基金、老
年人基金，为支教助学、扶老助残出资出力；
去年特大洪灾期间， 为受灾家庭送去10万余
元爱心善款；实施6个产业帮扶项目，累计帮
扶资金100万元， 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00
多人；倡导爱兵拥军活动，为毛主席故居警卫
班的战士们添置空调、电脑等用品……这些，
都还只是汤瑞仁“公益梦”中的一部分。

“不管昨天，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不问明
天，因为明天还没有到来。今天，才是最应该
珍惜、最应该努力的时光。”说完，汤瑞仁将目
光转向了挂在墙上的一幅幅装裱精致、 色彩
艳丽的画作。画作中，黄莺在盛开的映山红中
呢喃，孔雀惊艳了夕阳的余晖，荷花出淤泥而
不染……待记者细看时， 才发现画作上都题
了字：“学无止境，汤瑞仁画，今天。”

朱永华

当前，对于“供给侧改革”，如果说一般
人还停留在政府部门的倡导或者是大体方
向上的“慢慢来”的话，那么市场的实景已
发出了清晰的信号：如果不加大改革力度，
迎头而上，就可能失去最好的机会。

最新数据显示： 各种提升生活品质的
进口商品大量进入湖南人的家庭。 今年第
一季度， 湖南全省进口消费品19.1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1.8倍；食品烟酒类是全省
一季度消费品进口值最大类商品， 共进口
14.5亿元，其中，进口肉类6.7亿元，增幅达
2倍。进口乘用车大增，进口值1.9亿元，增
长达15.1倍。

“不要怕我买不起，就怕你做不出。”如
果用这句话来描摹当下的供给需求市场状
态，应该恰如其分。随着连续多年的经济稳
定增长和充分的就业， 居民钱袋子越来越
鼓，消费能力、消费水准也越来越高，质优
而价格不菲的商品也逐渐能为大众消费者
接受。问题往往是居民想要的高端品，自家
的企业却做不出，只能找“洋货”下手了。

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 ， 但因为核心
技术的欠缺 ， 中国制造在很多方面受制
于人 ， 以至于在国际市场中处于相对被
动地位 。国际贸易博弈的筹码有多种 ，但
是核心 、 高端产品制造技术恐怕是最重
要的一个 。

无论来源是哪，出处为何，对于消费者
而言， 放在第一位的选择标准无疑是价廉
物美，追求最优的性价比。就市场越来越开
放、要素流动越来越自由的大趋势来看，最
好的产品与最好的支付相遇是不可阻挡，
是最佳配置的市场王道。从振兴民族产业、
做强做大本地企业的角度来看， 加大改革
力度，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是改善产品质
量、占领市场的不二法门。如果对这种严峻
局面反应迟钝或者麻木不仁的话， 不仅出
不了国门， 自己家门口的生意也要被人家
抢走，就怨不得别人了。

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中央早已明确，相
关政策也已出台几年，“湘品出湘” 不能停
留在口头上，主管部门和企业要加大马力，
鼓足干劲，早出好“湘品”，多出好“湘品”。
这样，既是湘企之幸，也是湘人之福。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黄利飞）根据
省委、省政府下发的《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
案》， 省国土资源厅第一时间在厅机关和厅
直属单位开展了专项治理， 进一步明规矩、
查问题、严追究，切实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地生根，促使全体干部职工作风根本转

变。
方案下发后，省国土资源厅成立了由党

组书记、厅长王一鸥任组长的厅专项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设专项治理办公室，加强督导
检查。将及时约谈对专项治理推进不力的单
位和部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实行问题发现
和查处情况一月一报制度。

省国土资源厅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规矩，
重点治理违规公款吃喝、违规配备使用办公
用房、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三个方面的突出问
题。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对每一张公务
接待票据、每一间办公用房、每一笔红包礼
金，都逐一清理核实。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论职务高
低，一律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

省国土资源厅表示， 将全面开展监督检
查，抓住“老问题”，盯住“新表现”，持续深入纠
“四风”、治陋习、树新风；将严格标准、动真碰
硬，把专项治理抓深、抓细、抓实、抓到位。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建军 文静）截至昨日，衡山县纪委、县监委
收到中央第八巡视组移交的4批信访件共7件，
已快查快结6件，给予立案审查13人，给予党内

警告处分1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人、诫勉谈
话7人，追缴违规资金26.05万元。

为切实办好中央巡视组移交件，衡山
县纪委、县监委坚持快查快办，限时办结。

对每一件移交的信访件，信访室都在第一
时间受理录入，及时呈送领导签批，实现
当日交办不过夜。同时，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
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坚持纪委监委班子和
责任主体单位主要负责人双重包案，有效
破解办案力量不足、 易受人情干扰等难
题。目前，还有1件移交信访件正在积极办
理中，预计5月7日可办结。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春日的阳光，布满醴陵瓷谷。醴泉窑艺
公司里，阳光透过窗户温暖着整个工作室。
室内， 釉下五彩手工艺人黄彪神情专注在
瓷板上。他时而驻足冥思，时而调色运笔，
一会儿工夫， 鲜艳的画面在瓷板上慢慢地
呈现出来。

作为一名釉下五彩的手工艺人， 黄彪
30多年如一日，潜心雕琢出了一件件精美
绝伦的作品。如今，他不仅拥有“湖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两项
殊荣， 还在由湖南省总工会主办的“湘字
号”传统技艺工匠湘瓷技能竞赛决赛中，夺
得冠军。

“小时候感兴趣的事，很可能成为一个
人的终生爱好，我就是这样的人。”黄彪从
小就喜欢写写画画，放学回家，总是临摹小
人书上的图画。兴趣来了，有时候连吃饭睡
觉都顾不上。父亲反复观察，发现了儿子的
爱好，便有意鼓励他往这方面发展。

10岁那年，父亲带着黄彪走进了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家中拜师学艺。

陈扬龙是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
釉下彩”传承人。他的陶瓷作品，风格独树一
帜，影响深远，是享誉中外的陶瓷大师。

从拜陈扬龙为师那天开始， 黄彪便与
釉下五彩工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
他把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倾注在美化生活
的陶瓷上。

“有人说，搞艺术靠天赋，但我认为，基
本功更重要。”对于这一点，黄彪感受很深。

他回忆当年， 拜师后很长一段时间，除
了临摹线条，陈扬龙并没有让黄彪接触更多
的技巧。而是让他天天画线条，一画就是三
四张纸。画的这些线条，每天交师父检查。

当时，黄彪疑惑不解。为什么每天要画
这么多线条？陈扬龙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转
身拿起桌上的画笔， 随手在黄彪的画板上
画了起来。

“这就是我要你画线条的原因。”10分
钟后，陈扬龙停止了作画，平静地说。黄彪
凑近一看，画板上，一朵茶花活灵活现。陈
扬龙用最简单的线条，描绘出花的姿态、叶
的厚度、枝的坚挺，整体的明暗面都画得细
致入微。直到现在，黄彪对那朵茶花仍记忆
犹新。

陈扬龙的这次演示，让黄彪茅塞顿开，
学艺术必须有深厚的基本功。从此，苦练基
本功的概念深深地烙在黄彪心上。 师父每
次外出写生，黄彪总是紧跟不舍。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他跟师父到附
近的茶园写生， 师父让他以素描的方式把
茶花的姿态画下来。 整整一下午， 他画了
10多种不同姿态的茶花，回来时双手冻得
完全没有知觉了。

1979年，年仅12岁的黄彪考入了当时
的湖南省瓷业总公司艺徒班， 扎扎实实地
练起了童子功。4年时间， 他一刻都没有忘
记师父的话，始终把精力放在练基本功上。

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后， 师父便把自己
的各项看门绝技逐步传授给黄彪。

釉下五彩的核心是分水， 因为素胎经
过800摄氏度烧制之后， 具有较强的吸水
性，颜料会吸在瓷胎上。吸水时间短一点，
颜色表现就会淡一点；吸水时间长一点，颜
色表现就深一点。

当陈扬龙讲解上述“薄施淡染” 绝技
时，黄彪心领神会。按照师父的要领，他的
作品烧制出来的花卉层次分明，画面生动，
清雅淡逸，给人以玉的感觉、雅的感受。

“艺术作品归根到底，就是要让人们接
受和喜欢。”黄彪在观察中发现，过去人们
对花鸟虫鱼感兴趣， 而现在讲究的是人与
自然的和谐。只停留在过去的风格上，就不
会有新意。

2011年，黄彪通过在广州美院的系统
学习，进一步掌握了人物塑造的技巧。

去年举办的湘瓷技能竞赛， 不仅考验
工艺流程的掌握程度， 同时也考验每个选
手创新意识和不同的艺术风格。 竞赛内容
对艺术多样化的要求，佐证了黄彪的观点。

今年，黄彪获得了省总工会授予的“湖
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获得“湘字号”工
艺大师称号。

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给人以美的享
受，黄彪也不例外，他就是一位用陶瓷美化
生活的使者。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通讯员 张冠）今
天上午，“朗读新湖南” 大型主题宣传活动
在长沙举行， 来自湘江各河段的河长代表
携手400多名环保志愿者， 用朗读的方式
传播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南“好声音”。

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的水甘冽可口可
直接饮用， 岳阳湘阴县鹤龙湖镇的湘江入
湖口有2米多长的江豚出没，湘潭各级河长
通过手机APP巡河……现场， 湘江河长代
表们分享了湘江母亲河的喜人变化。 河长

代表、 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以及华融湘江银
行、绿色潇湘、湘潭市环保协会、河长助手·
湘江卫士、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吉联小学、
长沙市青少年宫小杜鹃艺术团等单位和社
团，组成多个朗读方阵，用生动的艺术表现
形式， 呈现出一台丰富多彩的环保公益盛
典，并共同发出保护母亲河的公益宣言。

据悉， 本次活动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交通频道发起主办， 得到湖南省河长制办
公室、湖南省水利厅的指导支持。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
讯员 李良培）昨天，中国首部政法文化专
业书刊《中国政法文化》在长沙举行首发仪
式。

该刊由湖南省政法系统书画诗词研究

会与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联合主办，中
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此刊立足湖南，面向全
国， 旨在以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推进政法
文化宣传、普及、繁荣，提升法治水平，促进
法治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李捷

“高龄产妇大出血，2天内用血近3万毫
升，急需大量O型血。张家界市中心血站呼吁
广大市民捐献爱心血液，为生命接力。孩子不
能没有妈妈！”5月3日晚上11时， 一条求助微
信发出后，在朋友圈迅速扩散，整个张家界全
城行动，掀起了一场爱心接力。

原来，5月2日下午，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接
收了一名37岁周姓产妇，已经怀孕29周，因前
置胎盘导致大出血及并发症， 且凝血功能障
碍。“病情十分危急，产妇出血汹涌，像开了闸
的自来水， 需要大量使用凝血因子和血制
品。”张家界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田继
先介绍说，由于产妇大出血，急需大量O型血。

很快，求救电话打到张家界市中心血站，
血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送去1万多毫升O型
血到医院。“两天抢救，血站提供了近3万毫
升的血制品。” 张家界市中心血站负责人余

刚宝告诉记者，产妇的大量用血致使血液库
存量短时间内迅速下降，为保障该产妇及全
市临床用血安全与需求，市中心血站通过血
站微信公众号发出了一条求助微信，呼吁爱
心接力。

一时间，朋友圈被这条求助信息“刷爆”。
爱心通过网络，不断涌动、汇集。

“微信发出10多分钟后，我的手机就接到
了爱心市民愿意献血的电话。”血站工作人员
兰春红说，除了本地群众，还有在张家界工作
的外地人，以及长沙人、自治州人等。

来自公安战线的向先明是第一个捐献
者。曾经多次献血的他获悉情况后，第一时间
来到献血屋。他说：“我今年59岁了，这是最后
一次献血的机会了。”献完血，他没有离开，而
是主动给陆续前来献血的市民发献血登记
表，当起了临时志愿者。在他的带动下，张家界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筛选2个大队O型血特警
队员爱心献血。

在张家界工作的张爱萍女士是永顺人，
得到消息后，赶到献血点：“救人的事情，不能
耽搁！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她渡过这一
难关！”

5月5日下午， 记者在现场见到正在献血
的市城区小学老师舒浩。他告诉记者：“昨天就
准备过来献血的，因为要上课，只好今天赶过
来。”

“很多人一来，二话不说直接撸起袖子要
献血。 我们把下班时间由下午5时延长到8
时！”献血屋体检护士龙玉清说，这两天工作人
员特别忙，接待的献血者特别多。

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志愿者、学生、游
客……更多的市民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到
献血队伍里来， 一袋袋带着体温的热血，从
四面八方输送至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据统
计，截至5日下午5时，两天里，各献血点共
接待热心市民333人， 爱心献血128800毫
升。

记者发稿时从院方获悉，目前，产妇的供
血暂时得到缓解，但由于休克时间较长，并未
完全脱离危险，医院仍在全力抢救。刚出生不
久的婴儿由于体重仅两公斤多， 也在新生儿
监护室抢救中。

不要怕我买不起，就怕你做不出

� � � � ———记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字号”工艺
大师（湘瓷）黄彪

“薄施淡染”总相宜

� � � �黄彪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传播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南“好声音”
“朗读新湖南”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在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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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瑞仁：

布鞋里的“公益梦”

明规矩 查问题 严追究
省国土资源厅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亮剑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三湘

衡山县高效查办
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件

张家界一名37岁高龄产妇大出血，病情十分危急———

300多人撸袖争献血

茶园旗袍
秀风韵
5月5日， 宜章县

梅田镇上寮村茶园，
宜章县老年大学旗袍
班的100余名学员撑
着油纸伞， 上演精美
旗袍秀。近年来，该老
年大学积极开展老年
教育与传承传统文化
活动， 丰富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 让他
们老有所乐， 老有所
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廖任朝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