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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文广 柳王敏

听取招商情况汇报、部署扶贫工
作、批阅文件、写学习心得……深夜时
分，湖南省永州市委常委、江华瑶族自
治县县委书记罗建华的办公室， 总是
灯光不灭。这是罗建华的工作“常态”。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这个位于湖南
省西南山区的偏远贫困县， 短短数年创
造了后发赶超的“江华速度”，获得许多
国家级、省级荣誉；过去被称为“省尾”的
江华，成了不少地方学习、取经的对象。

产业强县：
优化环境 吸引企业

江华位于南岭北麓，向以贫困闻
名，产业基础薄弱。2011年4月，罗建
华上任江华县委书记。

“江华要发展，必须要有产业，要
立足当地实际。”罗建华提出“生态立
县、民营活县、产业强县、开放兴县”
战略，力图打造优质投资环境、提升
政府服务，吸引企业落户。

2017年6月，在广东经营了10余
年的贵德集团将企业整厂搬迁到江
华， 从设计规划到最后建成投产，仅
仅用了150天。“企业生长需要好的
环境，江华的干部是真心为我们企业
服务。” 贵德集团董事长喻贵说，“县

里的干部周末都不休息，尤其是罗书
记，以他的真诚、务实打动了我。”

记者了解到，江华县紧抓机遇，以
环保、安全、效益为准入门槛推进招商
引资，在短短几年时间，引进和培育规
模企业达73家， 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18家，建成了“百亿园区”，形成了一
批沿海企业集群式入驻的现象。

江华县域经济得以高速发展。2017
年，全县完成GDP113亿余元，是2012年
的1.77倍，年均增幅10.6%；财政总收入
11.49亿元，是2012年的2.3倍，年均增幅
18.1%……自2012年以来， 江华县主要
经济指标增幅连续5年排名永州市第一。

成绩的背后， 是罗建华作为“班
长” 的带头苦干。 江华县县长龙飞凤
说，罗书记敢作为，做表率，造就了从
带着队伍干、推着队伍干，到现在干部
齐心协力一起干的奋进作为新局面。

担当作为：
盘活资源 迎难而上

受传统“老少边穷”观念影响，一
开始，江华很多干部群众对发展的信
心不足。“书记刚上任问，江华有什么
优势，有哪些特产，我们都回答不上
来。”江华县一名干部坦言。

“贫穷不是落后地区的代名词，
反而要加快发展，实现后发赶超。”罗

建华首先从破解干部等待、观望和畏
难情绪入手， 引导他们坚定发展信
心，拓宽发展思路。

江华县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罗
建华提出实施“生态立县”的构想。他
经常亲自带队深入峡谷、陡崖，摸清
实情，掌握家底，力求最大程度保护
生态、盘活旅游资源。

位于江华境内的涔天河水库，地
处湘江上游，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 当初的设计规模已
无法满足现在的需要。2012年起，涔天
河水库开始扩建，涉及近3万移民。

针对移民群众不愿出县安置、不
愿分散安置等诉求，罗建华表示要尊
重移民意愿，遵循移民规律，反复征
求基层意见， 及时调整移民安置方
案。“这几年的春节，都是罗书记带我
们去移民家拜访。” 江华县常务副县
长艾克海说，通过反复做工作，如今
库区移民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安置。

“干部要敢担当敢负责，不能遇到
矛盾不触碰，碰到难事绕着走。只有少
待办公室，多到基层去，迎难而上，才
能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罗建华说。

心系百姓：
坚守一线 志在小康

江华县从2001开始被确定为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4年共
识别贫困人口10.4万人，占江华人口
总数的约五分之一； 全县52万人，瑶
族人口34万，且不少居住大山，脱贫
任务艰巨。

任职江华县委书记时，罗建华年
近五十，对他能否在边远的贫困地区
坚守，真正带领群众脱贫，不少人持
怀疑态度。

54岁的孟文飘是库区移民，曾经
生活困难。罗书记经常去他家，还热
心给他和家人介绍工作，如今，一家
人住进了大圩镇崇江小区敞亮的新
房， 自己在家附近一家木器厂上班，
生活越来越好了。

为了解决好包括库区移民在
内的众多贫困户就业、 增收难题，
除了引进规模企业进园区，江华还
探索小微企业进乡村和农业产业
建基地， 把就业岗位送到村里，帮
助老百姓在当地就业。目前，江华
县在各乡村开办了400多家劳动密
集型企业，吸纳众多贫困户在家门
口就业。

“这些年，很多百姓摘掉了贫困
帽子，但全县还有3.2万人没有脱贫，
这是一块‘硬骨头’。”罗建华表示，自
己将带领全县干部坚守在脱贫攻坚
一线，更加努力工作，让瑶乡人民早
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教师，但
家境贫困让我的大学梦变得遥不可
及。 多亏长沙师范学院的公费定向
扶贫培养计划，我圆了大学梦，也将
成为一名教师。”10月13日，在长沙
师范学院， 来自桑植的学生尚旋道
出了贫困学生的心声。

近年来， 长沙师范学院牢记使
命担当， 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战
略，举全校之力助力扶贫攻坚，实施
“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扶贫培养
计划”，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推广的
教育扶贫新路。

公费定向培养，学生安心求学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
2016年，长沙师范学院与国家级贫
困县桑植县签订合作协议， 试点实
施“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扶贫培
养计划”，从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中选拔50名优秀应届初中毕业
生， 由县财政出资委托长沙师范学
院培养， 毕业后回乡镇以下农村小
学任教。 该计划被湖南省教育厅作
为特色项目推送教育部。

尚旋是50名学生中的一员，母
亲因病去世， 家里还有一个读小学
四年级的妹妹， 全家靠有听力障碍
的父亲在外打工维持生计。

“得知我上大学不需要家里出
学费，全家都乐坏了。”尚旋说，进了
大学后发现， 学校还为每一位贫困
学生准备好了生活用品，提供“定向
师范生”奖学金等多项资助金，让他
们安心求学。

2017年湖南省全面启动“农村
小学教师公费定向扶贫培养计划”，
长沙师范学院2017年录取496人，
2018年扩大为789人， 覆盖到全省
13个市州60个县市区。公费定向扶
贫培养计划的实施， 解决了一大批
寒门学子的上学、就业问题，点亮了
受助贫困生及其家庭的希望。

这项举措不仅能实现“培养一
人、脱贫一户”的精准脱贫目标，也
能让县里的农村小学师资有新的渠
道得以补充。桑植县县长赵云海说：

“这不仅将改变一个贫困学生的命
运，还将改变一个贫困家庭、乃至一
个家族的命运。”

一对一帮扶，点亮学生心灯

“孩子， 你一定要好好锻炼身
体。 身体强壮才是成长成才的前
提。”长沙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学全
叮嘱学生张旗。

2017年底，学校启动“点亮人
生工程”。以预科教育学院(原师范
预科部)为试点，选取38名有代表性
的贫困公费师范生，教师以“结对帮
扶”的方式，对学生有的放矢地进行
思想上、学习上、经济上的帮助。张
旗便是李学全的“结对帮扶”对象。

李学全和张旗互加了微信，有
时候分享一些文章。“‘穷且益坚，不
坠青云之志’，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对这群孩子们来说尤为重
要。” 李学全说。

“贫困学生的自尊心很强，作为
帮扶老师，我非常注意。”匡代军教
授说。他常常跟学生谷晶晶谈心，叫
上爱人一起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鼓
励她乐观面对生活。如今，谷晶晶不
仅学业上进步很大，自考本科7门考
过了6门，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

为了顾及学生严银花自尊心，
徐庆军教授总是想方设法找由头
给她资助，或是“给爷爷买点营养
品”，或是“给弟弟买点学习用品”。

“我的银行卡里常常会多出来一些
钱，虽然没人说，但我知道，这肯定
是徐教授的心意。” 严银花记在心
里。

来自桑植的王湘甬曾经是一个
十分内向的小伙子， 跟同学说话都
很少。帮扶老师赵婷教授了解后，主
动找到他，鼓励他担任学生会干事，
并手把手地教会他工作方法。“早操
时， 他已经游刃有余地进行调度指
挥了。”赵婷欣慰地说。

这样温暖的小故事， 校园里还
有很多很多。

“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
更感受到了爱与温暖。现在，我迫不
及待想去当一名教师， 给更多学生
传递这份爱与温暖。”尚旋说。

让贫困学生感受爱与温暖
———长沙师范学院实施公费定向扶贫培养计划纪实

服务瑶乡的县委书记罗建华：

躬身奏出脱贫的“瑶族舞曲”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焦俊勇 陈慧） 精准扶
贫，金融先行。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 目前全省已建
成省级扶贫再贷款示范点21个，市州
级示范点213个。 通过示范点带动，

2017年1月至今年8月，全省累计发放
扶贫再贷款144.3亿元， 撬动贫困县
（市）涉农信贷投放逾1000亿元。

我省创新货币信贷“1+N”工作
机制，运用扶贫再贷款的“1”，对接地
方政府配套政策的“N”，推动货币、

财政、扶贫政策联动发力，完善融资
担保、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政策，撬
动信贷资金投向扶贫产业，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81.8亿元。

创新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服务。我

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并出台普惠金融发
展实施意见，出台《湖南省建档立卡贫
困农户信用评价指引》，推进贫困地区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通过金融扶贫服
务站累计为63万贫困户开展信用评
级，其中56万贫困户获得了授信。针对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省内多家银行
推出扶贫小额信贷、“富农贷”、“养老
贷”、“安居贷”等十余项产品，支持贫
困户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我省加快扶贫再贷款示范点创建
撬动贫困县（市）涉农信贷投放逾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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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空

巢老人”“老漂族”问题渐成社会关注
的沉重话题。 许多年轻人忙于生计，
无奈以金钱代替孝顺。然而，孝不只
在乎迹，还在乎心，物质再华美也代

替不了心暖。 在外打拼的游子们，重
阳时节更应该抽时间，回家看望年迈
的老人。

“有一种孝顺，是带老人跟上这个
信息时代。”在科技迭代、技术更新的
互联网时代，老人显得有些“落伍”。重

阳节团圆， 不妨帮家里的老人多装备
几个“上网技能包”。预约出行、掌上阅
读、网上订餐、网络购物……陪伴老人
跨越数字鸿沟， 便能让他们在参与中
丰富生活、感受快乐，真正分享现代社
会带来的便捷和幸福。

有 “暗香盈袖” 的生活诗意，有
“人间重晚晴”的生命关怀，有“我言
秋日胜春朝”的壮志豪情，今天重阳
节的节日形态和内涵都越来越丰富、
深刻。

爱满重阳，便是最美重阳。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