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黄巍
赵志高 米娜）“让怀化人民过一个

‘暖洋洋、亮堂堂’的新春佳节。”1
月25日，国网怀化供电公司总经理
李文钊介绍，该公司提前开展“旗
帜领航·百日攻坚”2019年春节保
供电工作，保障春节期间电网及电
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据了解， 早在2018年11月，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就启动2019

年春节保供电“百日攻坚”活动，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 以可靠供电、“无
停电”与“无投诉”为目标，层层分解
任务、压实责任。加快完成怀化城区
110千伏市政变、沅陵县110千伏蓝
溪变及35千伏官庄变主变增容改
造工程， 有效缓解冬季负荷激增压
力。同时，完成了41项技术改造、15
项设备大修以及426处防外触隐患
点、695处跨鱼塘隐患点整改，提高

了设备运行质量。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还着力解决

配电台区重过载、“低电压” 及频繁
停电问题。 增加春节保供电专项资
金8700余万元， 新建投运348台配
电变压器，新增配电容量51.42兆伏
安， 进行了51条配电线路改造和
656台重载配变轮换。 并对电网安
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清理影响线
路正常运行障碍2万余处。

怀化确保春节期间可靠供电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湖南6所高校的21门课程
被认定为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这是记者今天从教
育部近日发布的《教育部关于
公布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上获悉
的。

据悉， 教育部此次共认定
801门课程为2018年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其中本科教育690
门入选， 专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

111门入选。 湖南共有21门课程入
选，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8门、中南
大学5门、湖南大学4门、湖南农业
大学2门、湖南师范大学1门、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1门。

国防科技大学入选的课程涉
及计算机、物理、数学、英语等领
域。中南大学入选的5门课程为《大
学生安全文化》《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科学计算与数学建模》《数字
电子技术》《生理学》等。湖南大学
入选的4门课程为《混凝土结构设

计原理》《从自然世界到智能时代》
《生物材料伴我行》《中外美术评
析与欣赏》。湖南农业大学入选的
2门课程为《课堂管理的方法与艺
术》《植物生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入
选的课程是《中国鸟禽文化赏析》。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入选的课
程为《单片机技术》。

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的课程，自认定结果公布始，应
面向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 并提
供教学服务不少于5年。

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公布
湖南6所高校21门课程入选

歌剧《英·雄》将角逐
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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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合家欢，“猪”和“家”有关
文化视点

1月25日，市民在观赏猪年主题文物展。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韩珺 卓萌

为什么说房子下养得起猪才叫
“家”？ 同样属猪的宋太祖赵匡胤和
明武宗朱厚照为何对猪的态度截然
相反？

农历（己亥年）猪年即将到来，1
月25日，“金猪拱福———己亥新春生
肖文物联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展。展
览包括两部分： 中国文物报社联合
全国20多家文博机构， 精选了400
件以猪为题材的文物、 艺术品和珍
贵标本，以图文的方式展示；长沙博
物馆联合常德博物馆、 资兴市五岭
农耕文明博物馆等省内19家博物
馆、纪念馆，选取了34件相关文物
参展。

展览通过“有豕于家———从野
猪到家猪”“富贵乌金———文物艺术
品中的猪”“天蓬值岁———民俗文化
里的猪”3个方面， 展示了与猪有关
的有趣内容。

房子下养得起猪才叫“家”

家猪由野猪驯化而来， 目前我
国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家猪出自河北
省邯郸市武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
年左右。

“猪在古代祭祀活动中充当着
重要角色，‘陈豕于室，合家而祀’是

‘家’的本意。湖南、广东等地至今还
有用猪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习俗。被
驯化的家猪憨厚老实， 为人类带来
物质享用和经济富足。” 长沙博物
馆的讲解员王俐慧告诉记者， 在上
古时期，表示猪的字为“豕”。人们在

“宀”下加上“豕”，寓意房子下养得
起猪才叫“家”。

坟冢的“冢”是对葬猪习俗的形
象写照。 汉代是养猪业发展的重要
时期，猪作为农耕文化的代表，成为
财富的象征。西汉，贵族和富裕人家
开始流行用玉猪作为陪葬品， 平民
一般使用滑石猪。

1997年在常德南坪汽修厂10
号墓出土的汉代滑石猪身躯浑厚，
四足稳踏，通体素面。王俐慧介绍，
逝者将猪握在手里象征握住财富，
因此玉猪又叫“玉握”。长沙盛产滑
石，其材质与玉接近，又便于刻画，
所以湖南出土了较多滑石器物。

养猪业的进步在随葬品中有体
现，如1980年在益阳市资阳区刘家
湖农场白池村出土的东汉绿釉陶猪
圈。一只陶猪站立在猪圈中，猪圈的
上层是厕所。王俐慧说，汉墓中这种
随葬品很常见， 说明当时的人们已
经认识到可以通过养猪获取耕种农
田所需要的肥料。汉代猪圈较小，目
的是保证肥料集中。 圈小使得猪不
易走动，更容易增膘。

猪和人的紧密联系不止于此。在
十二生肖中，猪处于末位，与十二地
支中的“亥”相对应。为何这样搭配
呢？王俐慧说，有一种说法是，亥时对
应的时间是21时至23时，这一时段正
是猪睡得最熟、生长最快的时候。

赵匡胤爱猪 朱厚照避讳

“在古人心目中，野猪和龙、虎
一样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人们对它
充满恐惧、喜爱和憧憬。”王俐慧说，
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标志性器
物———猪头龙身的玉猪龙， 反应了
古人对猪的崇拜。 古人还常用珍贵
稀少的青铜、 玉石雕琢带有猪形象
的礼器。 如展厅门口，1981年在湘
潭九华出土的豕形铜尊， 它的原件
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
猪的看法也不一样。

王俐慧说， 宋太祖赵匡胤和明
武宗朱厚照都属猪， 但对猪的态度
截然相反。

赵匡胤认为猪能祛除邪恶、招
徕福气， 他曾要求皇家庭院内也要
养猪。他甚至自己养过两头猪。

赵匡胤对猪的喜爱在当今中国
的传统习俗中仍有广泛体现。 每逢
新春佳节，天津、河北等地流行张贴

“肥猪拱门”“金猪送财”剪纸，祈求
富足美满。陕西凤翔、宝鸡一带有给
孩子制作猪形枕、猪头鞋、猪头帽的
习俗。 猪形存钱罐至今仍有勤俭持
家、财源广进之意。

在古代雕塑中， 猪经常被作为
重要的吉祥形象。 现代的艺术作品
中，它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徐悲鸿、
齐白石都曾画猪。齐白石的画作《溪
水小桥》《三只猪》、 徐悲鸿的画作
《墨猪横幅》 中的黑猪十分生动形
象。

朱厚照则很忌讳别人说“养猪”
“吃猪”“杀猪”， 他还曾经下令禁止
民间养猪、吃猪、杀猪。

唐代文学家韩愈对猪的评价不
高。 他在劝勉儿子韩符用功读书的
《符读书城南》 一文中举了一个例
子：两家的孩子出生时一样聪明。他
们一个勤奋，一个懒惰，到了30岁
后，前者成了公卿宰相，后者沦落为
马前吆喝开路的兵卒差役。 韩愈把
他们比喻为“一龙一猪”。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在
2018年第十三届中小商业银行CEO
论坛上， 三湘银行行长夏博辉借用袁
枚诗句作为演讲的主题。

成立才两年的湖南首家民营银
行———三湘银行，仅有一个网点，资
金客户缺乏， 业务相对单一……虽
有诸多“短板”，表现却相当抢眼：去
年末全行总资产315.22亿元，不良贷
款率为零， 税后净利润1.55亿元，业
务规模和增速均居全国17家民营银
行前列。

作为湖南金融改革的标本， 三湘
银行凭什么快速崛起？

战略差异化
高举“产业银行”大旗

2016年12月，由三一集团、汉森
制药等民企发起成立的三湘银行在长
沙开业。

这是中部地区首家民营银行，也
是我省金融业推进改革的生动注脚。

从民营企业中走来， 三湘银行可
以从容回答“我是谁”，但“向何处去”
并不好作答。

与传统银行比，不仅缺乏人才、经
验、资金、客户，还在网点、负债、业务
范围等方面受限。

三湘银行用了一年时间， 反复探
索，最终锁定目标：建设中国最好的产
业银行。

“‘服务产业，发展普惠’是我们的
核心战略。”三湘银行董事长梁在中介
绍，区别于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互联
网化的首批民营银行， 三湘银行是国
内唯一依托于大型制造业并明确提出
产融结合的金融机构。

聚焦先进装备制造业、 现代服务
业、TMT、健康医疗、新材料、节能环
保等湖南优势产业， 三湘银行围绕核
心企业， 以供应链思维整合上下游客
户群，缓解企业融资难，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

这一差异化战略定位， 为其赢得
了宽阔的发展空间。

2018年国庆节前夕，随着第一笔
隆平高科供应链下游经销商贷款投放
到位， 三湘银行供应链金融迈出新步
伐。 该行至今已为隆平高科289个下
游经销商和农户经销商， 通过在线供
应链融资1.69亿元。

通过提供“股权+债券+贷款+
代理+顾问”系列金融方案，克明面
业、隆平种业、大汉物流、振邦集团
等越来越多的企业， 获得三湘银行
的服务。

三湘银行行长夏博辉透露 ，未
来3年，该行将为省内民营企业提供
不低于人民币 600亿元的融资支
持。

目前， 该行已累计投放产业贷款
344亿元。2018年末，该行总资产较年
初增长329.09%， 净利润同比增长
292.64%。

发力金融科技
搭建“互联网+金融”开放平台

作为非互联网银行性质的民营银
行，三湘银行受限于“一行一店”政策，
通过大规模铺设网点获得客户的传统
银行运营思路，显然难以行得通。

所谓“一行一店”，是民营银行在
总行所在城市仅可设1家营业部，不跨
区域。

搭上互联网快车，聚焦金融科技，

这正是三湘银行得以快速发展的又
一“法宝”。

该行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创新技术运用于实际业
务场景，搭建“互联网+金融”开放平
台，践行普惠金融。

登录三湘银行手指银行APP，
“我要转账”“我要贷款”“我要理财”，
手指一触即得，所见即所需。使用三
湘银行卡，全球取款免手续费、转账
零手续费。

同业网点，皆为所用。三湘银行
持卡客户可在交通银行等54家银行
的9708个网点办理通存通兑业务，在
中信、海通等96家证券公司办理第三
方存管业务。

该行与隆平高科联合开发的
“惠农贷 ”，仅用43天即上线。该行
开发的针对核心企业供应链下游经
销商的信贷产品， 单笔贷款从申请
发出到准入，时长均值不到1小时，
较传统模式效率提升98.61%，客户
放 款 时 间 均 值 较 传 统 模 式 提 升
97.92%，全流程时间均值较传统模
式提升95%。

错位竞争，以小搏大，在白热化
的市场竞争中突围。

“在金融科技助推下，银行服务
超越了网点的局限。” 三湘银行行长
夏博辉说。

至今，该行已向71.70万户普惠客
户发放普惠贷款102.85亿元， 普惠贷
款余额56.47亿元， 占总贷款余额的
42.84%，大幅领先同期成立的民营银
行。

升级用户体验
深挖潜能提质增效

记者在三湘银行注意到一个细
节：传统银行都将柜台签字笔用线固
定预防丢失， 三湘银行弃用线绳，将
多支精美的签字笔摆放在柜台，客户
自由取用，若喜欢，带走无妨。

中南大学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
任饶育蕾分析，“一行一店”的民营银
行，用户体验才是获客的王道。在用
户没有感知的情况下，润物无声地提
升体验，能形成更持久的竞争力。

为持续升级用户体验，在战略定
位差异化之外，三湘银行还形成了一
套区别于传统银行的扁平化治理模
式。

三湘银行建立了行长负责制下
的“三首席机制”，取消副行长职位，
行长下设首席风险官、首席产品官和
首席营销官，形成既相互制约又分工
协作的风险管控、产品创新和市场营
销“金三角”机制。

致力于追求更快、更好、更简单
的服务，三湘银行的发展潜能被激发
出来———

成为全国第一家加入上海票交
所、第一家在沪深交易所开立账户的
民营银行；

在民营银行同业中率先推出电
票、类永续债、股票（股权）质押、并购
融资等多种业务；

开通“公司客户远程移动开户”
服务， 助力三一重卡创造线上销售
纪录；

与154家同业机构建立授信关
系 ，2018年获得授信额度 607.06亿
元，同比增加327.05亿元……

跳出自身局限和规避传统银行
的压力， 将业务触角嵌入各类生活
场景，增强用户粘性，提高金融服务
供给质效，三湘银行步伐铿锵，路径
日渐开阔。

我省首家民营银行，
快速崛起凭什么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龙
文泱 通讯员 林华军）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发布了《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参评剧目名单》，株洲市戏剧传承中
心创作的歌剧《英·雄》将代表湖南
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文华大奖是我国专业舞台艺术
政府最高奖。 第十六届文华大奖评
选分为戏曲、话剧儿童剧、音乐舞蹈
杂技3类，全国共有38台剧目入选参
评名单。

歌剧《英·雄》讲述了湘籍革命
伉俪缪伯英、何孟雄的故事。缪伯英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何孟
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两
人一直战斗在革命斗争的一线，先
后英勇就义。 该剧以中国传统文化
为内核，用时尚的现代化表达方式，
展现了革命年代具有先进理念的年
轻人的青春风采， 受到观众尤其是
年轻观众的喜爱。 该剧自2018年1
月首演以来，演出了近50场，场场
爆满，观众达6万人次。该剧总导演、
我国著名戏剧导演黄定山说， 这样
的演出频率和受欢迎程度在全国歌
剧界都比较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