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8日下午，长沙市司门口人行天桥上，不少美女戴着太
阳镜，走在阳光下。当日长沙最高气温达到35℃，各式各样的太
阳镜成了一道亮丽风景。

本报记者 田超 实习生 任梦龙 摄影报道身边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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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美丽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本报记者 杨丹
通讯员 姚永斌

大坳学校，地如其名。它坐落
在娄底涟源市与邵阳新邵县交界
处的龙山山坳里。

这里属于雪峰山余脉， 海拔
1500多米。 大坳学校只有一个复
式班，5名学生。 肖应运是惟一的

“孩子王”，集校长、班主任和任课
教师于一身。

虽然只有5名学生， 但肖应运
的教学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从语
文、数学、英语到体育、音乐、美术，
肖应运全包了，一天难得休息。

6月30日，当记者来到大坳学
校时， 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场景：
在去年底刚落成的新教室里，肖应
运这边刚安顿好2个1年级孩子做
试卷，那边接着给3年级的3个孩子
复习英语。接下来的体育课，肖应
运带着5个孩子在邻居家的屋场坪
里打羽毛球、跳绳。

杨市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周端
初介绍，今年是大坳学校建校以来
学生人数最少的。最多的时候有将
近100名学生，肖应运更忙。

当天中午， 学校开餐了，“厨
师”端出一盘腊肉、一盘豆腐、一盘
青菜，孩子们吃得很开心。一荤两
素，这就是平日的伙食标准。学校
的“厨师”，就是默默支持肖应运工
作的妻子。

大坳山高林密， 条件艰苦，离
杨市镇街上有近30公里。水泥路修
通前， 往返一趟需要一整天。从

1981年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至今，
肖应运干了整整33年。

不是没有走出大山的机会。
1983年，舅父为肖应运在邵阳卫校
争取了一个读书指标，要他转行当
医生；1985年，涟源钢铁厂招工，堂
姐夫为他谋到一份好差事。但他放
心不下这里的孩子， 都放弃了。
1996年， 他从娄底师范进修毕业
后， 又一次放弃调整岗位的机会，
回到了大坳。

身在大坳， 心也扑在大坳。为
了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改善办学

条件，在教学之余，肖应运粉刷了
教室墙面，加固了教学楼栏杆，搭
建了乒乓球台， 整修了校园排水
沟……他省吃俭用， 拿出1.2万多
元用于校舍维修和课桌添置，先后
资助3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在
他的努力下，大坳学校适龄儿童的
入学率、巩固率年年达到100%，他
所教班级的学生成绩在学区考试
中，总是名列前茅。他也成了“娄底
市十佳教育工作者”。而他自己家，
至今依然是土砖房；跟了他几十年
的妻子，没买过一件首饰；儿子上
大学，要边读书边打工。

多年操劳， 肖应运患上了胃
病、高血压和冠心病，但他边服药，
边工作。2013年2月，他突发心肌梗
塞，不得不到娄底市中心医院住院
治疗。 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仅
住了17天院， 就不顾医生劝阻，拖
着病弱的身体走上了讲台。

“大坳的条件比外面差很多，
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总有人这
样问。

肖应运说：“正因为条件差，我
担心没有几个人愿意来，更担心呆
不久。 我改变不了人家的想法，我
做好自己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学
生，我就会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彭彭

7月7日， 本报96258热线接到长沙
望城区邹先生电话。他表示其有关于省
直公积金的疑问咨询，从6月初起，前后
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按“2”转
省直单位公积金分中心（电话里语音提
示如此，下同）一个月，每周至少拨打4
至5次，但一次都没接通过，这个电话是
不是形同虚设？

12329
接不通省直公积金中心

记者随后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热
线，并按“2”转省直单位公积金分中心
后，语音提示一直为“您所拨打的分台
正忙，若您想转信息主台服务请按1，若
您想转信息分台服务请按2……”，随即
电话被直接挂断。 记者重复拨打多次，
结果都是如此。

打开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网站主页，记者发现在“咨询电
话”一栏中，该中心公布了4个自助语音
查询电话，以及贷款、支取、投诉等7个
部门的8个电话。 记者依次拨打这12个
号码，有4个号码一次性顺利接通。

记者首先拨打4个自助语音查询电
话，两个提示用户正忙，一个提示无人
接听，一个提示该机已停止使用。投诉
和贷款电话也一直提示“用户正忙”。在
接通的支取部、信息部、财务部和归集
部四个电话中，在记者表示想询问贷款
相关事宜但贷款电话打不通时，接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是咨询人数过多，并
向记者提供了其他号码。

12329
未开通人工语音查询功能
2012年9月28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下发《关于开通12329住房公积金热
线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通12329住房
公积金热线，通知要求热线“主要以人
工语音方式提供业务咨询、 投诉建议、
回访调查等基础服务”。

记者拨打网站页面上公布的省住
建厅的监督电话， 接电话工作人员表
示， 我省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还没有
正式运转，现正在准备之中，今年年内
或可全面开通。但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现在“12329”热线暂时还只开
通了自助查询余额功能， 人工语音查
询功能还没有开通。而且，人工语音查
询功能因工程浩大， 正式开通尚未有
时间表。

记者向该负责人表示， 拨打12329
转拨“2”听完语音提示后，电话就被直
接挂断，也无法查询余额。该负责人解
释，这可能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们将
尽快解决。

建议拨打网站公布的查询电话

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信息部主任谢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由于12329热线的省直中心查询
余额功能是通过其他平台实现，不是很
稳定， 所以有时会导致无法查询的情
况。他们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12329的
人工语音查询功能正在建设中，暂时不
能确定开通时间。

谢龙还补充说，如果只需要查询余
额，建议市民通过两种方式查询：拨打
网站上公布的四个语音自助查询电话，
其中被停机的号码他们会尽快处理，使
其恢复使用；还可通过网站直接自助查
询。如果需要人工咨询问题，可拨打网
站上公布的相应部门的号码。

综合 ２０14年7月9日 星期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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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个学生，我就会坚持下去”
———记涟源市杨市镇大坳学校教师肖应运

12329
一个月都打不通？

省直公积金咨询电话被疑形同虚设

图为肖应运在给学生上地理课。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上半年长沙口岸
出入境将近50万人次
平均每周航班达145架次
本报7月8日讯 （通讯员 蒲启荣 吴硕琳 记者

周小雷）记者今天从长沙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1至
6月，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共进出港国际航班3342架
次，同比增长19.315%；出入境人员499186余人次，
同比增长22.356%。其中，入境249424人次，同比增
长21.945%；出境249762人次，同比增长22.768%。

据了解，前往人数排在前10位的大陆居民出
境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泰国、韩国、台湾、新
加坡、香港、越南、美国、澳大利亚、柬埔寨、日本；
来湘境外人员中，人数占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是
台湾、韩国、香港、泰国、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英国。目前，长沙口岸出入
境航班平均每周145架次， 开通的航线集中在香
港、台北、台中、高雄、新加坡、曼谷、普吉、甲米、首
尔、仁川、济洲、釜山、暹粒、法兰克福等。

针对今年口岸陆续增开了法兰克福、泰国等
航线，长沙边检站科学调整警力部署，主动协调口
岸联检单位开启“舒畅工程”，为旅客提供“一站
式”通关服务，努力营造了亲和、温馨、快捷的通关
环境。

酷暑里的风景

（上接1版）
最新的消息，是该基金一方面吸纳

财政部以及多个大型国企注资，壮大了
基金实力； 另一方面投资琴岛演艺、华
声在线等文化旅游项目，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的引导示范作用。

搭建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融资格
局，让文化资产要素“流动”起来，文交
所也是重要市场主体。据悉，我省有联
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湖南文化艺术
品产权交易所顺利通过了国家部委验
收。站在全国的视角，同时拥有2家文交
所的省份，仅我省和广东。

以机制促各路资本汇聚湖南
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

化产业振兴规划》于2009年由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标志着文化产业上升
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市场空间被进一
步打开。

“资本市场永远只会关注‘洼地’。
文化产业固然需要资金，各路资本也有
涌向文化产业‘淘金’的迫切愿望，这就
需要立足顶层设计，依托机制来吸引各
路资本。”蒋祖烜说。

从2009年开始，省委宣传部与人民
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对全省200多家文化
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次调研。在此
基础上， 于同年7月出台金融支持文化
产业发展的“十六条”。而这，比国家九
部委出台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二十
条”还早了9个多月时间。

翻开这“十六条”，“省内银行业要
加大有效信贷投入” 等内容清晰可见。
目前，部分银行已制定了文化产业的专
门信贷政策，将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
重点支持，在担保条件、利率等方面给
予优惠。而“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建立文化产业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
制”等内容已成现实。

随着要素市场不断完善，政府放宽
了各类资本进入文化市场的政策，资本
方也加大了力度。如农业银行与省文化
厅、交通银行与省新闻出版局、建设银
行与中南传媒、招商银行与长沙市文产
办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既要放宽、更要引导。省文化产业
引导资金从无到有、
逐年增加， 到今年规
模已达1.6亿元， 在修
订出台《湖南文化产
业引导资金管理办
法》后，将“切块”扶持
出版业、 动漫业等重
点板块。同时，我省每
年在深圳、上海、北京
等地举办两至三次
“文化创意产业专题
推介会”，共推出项目
500多个，合同引进资
金400多亿元。

省委宣传部还联合国家开发银行
湖南省分行编制了《湖南文化产业系统
性融资规划（2011-2020）规划》，对未
来十年湖南文化产业的资金供求进行
预测，提出“市场融资为主，财政资金、
信贷资金、资本市场融资和域外融资多
种渠道有机结合”的融资构想。而据了
解，目前省委宣传部正联合省金融办起
草助推文化金融合作的有关政策。

文化与资本共享发展成果
当资本点亮梦想，金融成为文化产

业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文化产业也
成为金融业新的增长点。 截至2013年
末，全省上市文化企业中南传媒、电广
传媒、拓维信息、天舟文化共募资约123
亿元，约为全国文化企业上市募资的四
分之一。 这不仅为企业发展积累了资
本，也为银行、投资基金等合作伙伴带
来巨大的收益。

文化产业不断加速集聚的步伐。省
演艺集团、芒果传媒集团、省广电网络
控股集团3大新的省级产业集团组建完
成，走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的
新阶段。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抢抓机遇，
投资洪江古商城，首开媒体参与文物保
护、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的先河；同时控
股联合利国文交所，开辟文化艺术品新
型交易平台。

文化与资本共兴共荣。在产业门类
构成上和所有制结构上，我省积极鼓励
多种社会力量办文化， 呈现出国有、集
体、民营企业百花齐放、错位竞争的崭
新格局。截至去年底，全省共有规模（限
额）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
2430个，同比增加456个，增长23.1%。

资本的本性在于自我增值，天生就
是要创造新的更多资本，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驱动力。统计数据显示，全省文
化产业年增加值从2008年的584亿元到
2013年的1350亿元， 年均增长率超过
18%，占全省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3%。
2013年国家文化产业统计数据显示，
2012年湖南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
为804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63%，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中西部省
区排第一。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雅萍 彭宏高

“从嫁入夫家第一天开始，我
就承担起照顾丈夫智障哥哥的担
子，已有23年了。”7月7日，在新晃
侗族自治县县城一处出租房内，该
县凉伞镇绞西村村民杨月姣一边
搓洗着智障哥哥的脏衣服，一边和
记者交谈。

“丈夫过世后，我谢绝了好心人
做媒。”杨月姣说，如果她放弃照顾
哥哥，她将一生不安。

哥哥安危挂心头
杨月姣是新晃凳寨乡人。1991

年春， 嫁给了凉伞镇绞西村的杨
配常。

婚前她知道，杨配常有个“傻
子”哥哥叫杨配杰，智力如同幼儿。

照顾智障哥哥一生，是杨配常父母
的遗愿。面对这样的家庭，杨月姣
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与杨配常结为
夫妻。婚后，考虑到丈夫担负着家
里的体力活，杨月姣主动照顾哥哥
的生活起居。白天，为哥哥穿衣、洗
脸，喂他吃饭；夜晚，看着哥哥入
眠，自己才去睡。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丈夫杨配
常常年在外打工。于是，杨月姣独
自挑起照顾哥哥的担子。 去年2月
的一天， 杨月姣割草回家晚了，发
现哥哥不在家，马上和儿子分头满
村找。一会儿，儿子跑来告诉杨月
姣，大伯摔下坡了。杨月姣立马赶
到出事地点，见哥哥躺在几十米的
陡坡下，浑身是血。杨月姣泪如雨
下，大声呼叫救命。在乡亲们帮助
下，哥哥被抬回家。

回家后，杨月姣替哥哥擦干身

体，又找来酒精和棉布替哥哥处理
伤口。杨配杰发起了高烧，杨月姣
沾湿毛巾放在哥哥额头，可高烧不
退。此时，屋外大雨倾盆,杨月姣拿
起雨伞冲进雨里， 一路上深一脚、
浅一脚，摔倒无数次。赶到镇上，买
回了退烧药。 给哥哥喂了药后，她
整夜守在床前，直到哥哥烧退。

“像这样为哥哥买药，记不清
有多少次了。”杨月姣说，哥哥爱出
门，经常摔伤，她负担不起医药费，
便自己上山采中草药为哥哥疗伤。

带着哥哥去打工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初，杨配

常在深圳打工突然猝死， 噩耗传
来，杨月姣当即昏死过去。家里唯
一能干活赚钱的男人走了，留下一
双尚未成年的儿女和一个生活不
能自理的智障哥哥。

“再难，日子也要过下去。”擦
干眼泪， 杨月姣决定独自撑起这
个家。

在家种田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儿女的学费都难以凑齐。今年4
月，杨月姣带着儿女和哥哥，来到
县城一个酒店打工，艰难地维持着
这个家。

初到县城，杨配杰对城里环境
很好奇， 经常出去看热闹。 有一
次，哥哥又出去玩耍，到晚上也没
有回来。 杨月姣赶忙在县城大街
小巷寻找，一个晚上过去了，仍不
见踪影。

找不到哥哥， 杨月姣茶饭不
思。 有人劝她：“丢了不是更好吗？
甩掉一个大包袱，以后多省心啊。”
听了这话， 杨月姣差点跟人家翻
脸：“那是我哥啊， 他要是出了事，
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

第二天上午，杨月姣在
县人口计生局前一个角落
里， 找到了蜷缩的哥哥，一
颗悬着的心才放下。

搀扶哥哥走一生
杨月姣今年才40岁出

头，对于她的处境，乡邻们
十分同情。有热心人前来做
媒，但为了照顾哥哥，杨月
姣放弃了改嫁机会。 她说：

“哥哥生活不能自理， 如果
没了我， 他没法活下去，我
要搀扶他走完他的一生。”

有热心人建议杨月姣
把杨配杰送去敬老院，以减
轻家里的压力。 杨月姣却
说：“敬老院再好，不会像我
这么仔细照顾的。”

“再苦、再累 ，我也要
尽心尽力照顾好哥哥 ，把
孩子们抚养成人。”杨月姣
坚定地对记者说。

好弟媳，23年照顾智障哥哥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爱心无限 责任伟大 携手共圆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