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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宁翔

坚持是一个创业者的基本素质
39岁的黄程， 面容清秀， 身材挺

拔，笑起来两个酒窝，像阳光洒满整个
脸。不仔细看他的动作，也许你不会发
现他是一个残疾人。

3岁时因一场病，黄程从此看不见
斑斓的世界。 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
失去色彩。9岁进入盲校学习，15岁到
省残联学习游泳， 并在多项赛事上获
得佳绩。18岁，他成为一名按摩医生。

“游泳让我养成了好胜的个性。”黄
程坦言，创业的初衷是因为自己想闯出
一片天地。 当年游泳训练和比赛时，因
为速度过快，多次撞到泳池边壁，撞掉
了两颗门牙，手上还有伤痕印记。“创业
和当运动员一样，流血受伤也要坚持。”

所以， 从1996年株洲一个十来平
方米的小小按摩诊所开始， 承受着亏
损的压力也依然坚持。技术不够精湛，
忙碌一天后，继续自学专业知识，买来
的盲文书籍被翻了一遍又一遍； 条件

艰苦也不放弃， 有一
年下大雪， 老婆骑单
车载着他去店里时摔
在了的士车前， 险些
丧命。 小店渐渐走上
正轨，到1999年，他的
第一家分店开张。如
今， 他已经是株洲黄
程保健有限公司董事
长，旗下拥有3家自营
店、2家合作店、3家宾
馆、1所职业技术培训
学校和2所专科康复
医院。

“企业经营困难
的时候，我有过迷茫和力不从心，最后
都咬牙坚持了过来。如今想来，坚持应
该是所有创业者的基本素质。”

诚信做事业，善心做企业
“这么多年来，对员工，我从不拖

欠一分钱工资；对顾客，我所承诺的优
惠也从不过期。”在黄程看来，做事业
一定要诚信为本。

2007年底， 黄程的企业处于亏损

状态，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他四处借
钱，及时付清了员工的工资，自己一家
人用100多元钱过了个年。

一个残疾人站起来了， 一个家庭
的幸福也就开始了。黄程忽然觉得，自
己应该给更多处在“黑暗” 世界中的
人，点亮一盏前行的灯。

因为这个想法，黄程开始想方设法
集中培训和辅助残疾人就业，他投资80
万元租赁了一所旧学校做培训基地，从

最开始时请自己店里优秀技师去上课，
到现在聘请专业的老师授课。黄程培训
的残疾人中， 仅盲人按摩师就有2000
多名，他们均获得了上岗资格，就业率
达到95%。而他的培训基地，更是从按
摩一个工种，发展到现在的家用电器维
修、家政服务等11个工种。不少勤奋努
力的残疾人每月能拿到六七千甚至七
八千一月的收入。因自强不息，黄程还
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

本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宁翔

作为全国十大服装市场之一，株
洲芦淞服饰城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
客商，生意极为红火。“别人做产业，我
就来做服务。” 株洲的下岗工人卜更
生，依托株洲芦淞服饰产业，建立电子
商务平台， 在为商家和创业者服务的
同时， 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创
业之路。

从“去株洲进货”
到“上‘服饰购’进货”

“到株洲去进货。”每半月去株洲
芦淞服饰城一次，每次耗时两天，拖着
大包衣服挤在大巴上， 那种辛苦与辛
酸， 是省内许多小服装店老板有过的
共同经验。

不过， 现在他们再也不用这样奔
波了。登陆“服饰购”网站，轻点鼠标，
就可以随时完成进货。既省时省力，还
及时更新补货。

芦淞服饰城起步于上世纪80年
代，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南地
区最大的服装市场群和物流中心。“服

饰购” 是芦淞服饰产业集群公共服务
平台的在线批发商城，2011年由卜更
生创建。

谈及创办初衷，卜更生说，自己从
株洲市无线电二厂下岗后， 就一直在
广州打工，接触到电子商务后，产生了
创业的想法。 从小在芦淞服饰城附近
长大的卜更生， 想到依托芦淞服饰产
业巨大的资源，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服饰购’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销

售渠道。”在芦淞经营“依慕服饰”的
胡长超，加入“服饰购”平台后，年销售
额增加了三分之一。

目前，有249家服饰供应商在“服
饰购”开通商铺营业，发布产品近3万
个，我省100多个县市区注册近万个服
饰终端零售店，平均每天生产订单200
单左右。

卜更生还准备在各地设立“服饰
购” 实体店， 终端零售商可以上门看

货，网上下单，网上支付，物流送货上
门。

创办网店孵化基地，株洲
8成淘宝店主由基地培训

“服饰购”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
风顺的。最初的时候，芦淞的服装老
板们并不感兴趣，卜更生决定培训当
地服装老板，先帮他们把网店开起来
再说。

在株洲芦淞服饰产业集群公共服
务平台的办公室， 一位老人正在向工
作人员请教网店怎样开展促销活动。
作为株洲芦淞服饰产业集群公共服务
平台的一部分， 卜更生在芦淞区人社
局的支持下，创建了网店孵化基地，目
前已培训学员5000多人。

这些学员有的通过专业培训和实
训后在网上开通了店铺， 并带动了更
多人就业； 有的成为了服饰品牌代理
商的电子商务客服； 有的进入了服饰
生产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电子商务销
售。

“我的创业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
大于经济效益。” 卜更生颇为自豪地
说，在株洲开淘宝店的店主，80%以上
是由基地培训的。

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陈薇）
说身边人，讲身边事。今晚，在湖
南大剧院举行的“欢乐潇湘”大型
群众文艺汇演决赛常德专场中，
常德鼓书《亲爸爸》、《香火》用“击
鼓说书”的形式，为观众讲述了发
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感人故事。

一个架子、 一面鼓， 两个耳
麦、两位演员。只见一大一小两位
演员往舞台一站，随着有节奏的鼓
声响起，常德鼓书开场了。鼓盆歌
《亲爸爸》 讲述的是一个小学生和
爸爸倾诉对弟弟的不满，从而引出
弟弟原来是孤儿的真实身世，起初
还有抱怨的孩子终于认识到了爸
爸的艰辛和自己的错误，立志发奋
学习。表演者郭方忠是澧县知名的
年轻鼓书艺人，这个作品是他为澧
县群文曲艺队参加常德市“百团大
赛”创作的新作。他与小演员万化

健，在台上饰演一对父子，一说一
合间，从一件小事巧妙地弘扬了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

总导演袁学明介绍，近年来常
德通过连续举办“鼓书”大王擂台
赛，不仅让“击鼓说书”艺人登上大
雅之堂，成为“草根明星”。也有一
大批70后、80后甚至90后鼓书编
演新人脱颖而出，改变了传统曲艺
后继乏人的状态。2013年10月，常
德鼓书还“敲”进了京城，其精彩演
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音乐学院引起轰动。

常德鼓书的内容多以现实生
活为题材，议民风民俗，讽不良现
象。 其表演形式更考验艺人的临
场发挥。在今晚的汇演中，另一个
常德鼓书节目《香火》则演绎了现
实生活中一个善良的女学生和一
个好心的过路人之间发生的一段

凄美的孝顺故事， 弘扬了中华传
统孝道、自强不息精神的主题。该
节目由临澧知名鼓曲艺人邵丹创
作， 来自临澧县民间曲艺团的邵
峰、赵宏霞用精湛的表演，让观众
获得了温馨的审美愉悦。

常德专场总共12个节目。除
常德鼓书之外， 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常德丝弦弹唱《爱在常德
城》、《永远的焦裕禄》， 土家族山
歌对唱《唔个东西儿借哈子》，器
乐合奏《茉莉花》等精彩节目接连
登场， 获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
声。据了解，“欢乐潇湘”大型群众
文艺汇演常德市“百团大赛”自今
年3月启动以来，全市共有1169支
文艺院团报名参赛，以“中国梦”
为主题组织创作、 改编的文艺节
目达千余个，在市、县、乡、村演出
600多场，现场观众逾百万。

《毛泽东》：

填补伟人传记国产剧空白
本报记者 陈薇

日前，由湖南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宣传部
联合选送的电视剧《毛泽东》荣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专家评价，这既是一部毛泽东题材集大成的作品，也是
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性作品，更是一部在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中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作为该剧的荣誉出品单位之一和承制单位，这已是湖南和光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继《无声的歌》、《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
《国家行动》之后，第5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该剧制片人之一、
湖南和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邹鹏告诉记者， 早在2007年，
和光传媒就有想拍一部反映毛泽东一生的传记体电视剧的念头。

“2007年，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完成之后，我们就萌生了这个
想法。但是从求证题材的可行性，到剧本大纲的出炉，就花了5年
的时间。”邹鹏透露，从题材确定开始，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沙市委
宣传部及主管文艺创作的相关部门领导、专家给予了该剧高度关
注和持之以恒的支持，正是这些支持和鼓励，成就了今天的电视
剧《毛泽东》。

邹鹏坦言，作为电视剧《毛泽东》制片团队的一员，觉得骄傲
与自豪的同时，也有不安与忧虑。尤其是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阶
段时，这种感受更加明显。“尽管剧本是在众多党史专家，文献专
家的把关下开拍的，但是在拍摄期间，大多数剧集和戏份依然是
慎之又慎地修改、重拍和补拍。我们也在担忧，《毛泽东》能否如期
播出？能否让广大观众们接受？”

2013年12月25日，电视剧《毛泽东》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与湖南
卫视同步播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接下来，该剧始终保持着同时
段收视率第一的好成绩，如潮的好评也让无数颗忐忑不安的心落
了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剧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中，有许多湖
南人为之奉献着自己的心力。邹鹏说：“就是这么一批深深打上了
湖南烙印的策划团队、制片团队、导演团队聚合在一起夙夜在公、
精打细磨，共同走过了2000多个日夜。当然，《毛泽东》的成功制作
与播出，不单单是湖南人的付出与辛苦，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
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帮湖南人担当了创作的主力军。”

■【链接】

50集长篇史诗电视剧《毛泽东》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
一部献礼大片。该剧以毛泽东为第一主角，全景展现从1893年诞
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毛泽东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
彩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是一部生动鲜活的毛泽东“人物志”，也是一
部毛泽东个人影像编年史， 填补了国产剧在伟人传记上的空白。
该剧以人带戏，聚焦于毛泽东的人格风范、哲人气度与诗人情怀，
塑造了他的立体形象。同时剧中还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
批以国家命运为担当的湖湘人物，这群以信仰为人生准则的英雄
形象，将红色青春彰显得独具魅力。

批发城搬上网
创业语录：

电商创业不要求全，“小而美”更容
易取得成功。 ———卜更生

9月19日 ，
卜更生指导员
工开展网上业
务。

本报记者
童迪 摄

点亮创业之光
创业语录：

身体残疾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心灵残疾。 我看不见鲜花与明月，
但创业让我心里自有一道亮光。

———黄程

9月19日，黄程（右）在给前来
实习的大学生演示保健按摩手
法。 本报记者 童迪 摄

“五个一工程奖”创作故事

“说身边人、讲身边事”

9月22日晚，2014“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汇演决赛（常德市专场）现场，演员在表演鼓盆歌《亲爸爸》 。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上接1版①）
“村级组织要实现权利义务对等。 ”

廖跃贵说，“为提高运转保障水平，从明
年起，全市村级组织运转保障经费从每
年村均6万元提高到8万元；对现任未满
60周岁的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最
高档次标准予以补助……”

北湖区华塘镇三合村党支部书记王
道生说：“市里出台一系列保障措施，体现
了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决心，也
为我们服务群众解决了后顾之忧。 ”

郴州市还要求各县市区建立软弱
涣散党组织台账，对每个软弱涣散党组
织实行帮扶责任制， 明确由1名县级领
导联系，并以驻村乡镇（街道）干部为
主，派出工作组进行帮扶整顿。

永兴县副县长康艳芝告诉记者，她
联系一个软弱涣散型村级党组织，通过
到村调研督查、现场办公，帮助解决了
一些实际问题。 但她认为，重点还在于
要让村级党组织由“被动应付型”转变
为“主动服务型”，只有这样才能晋位升
级，否则过不了考核关。

专项整治赢民心
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必须坚持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拳打
击侵犯群众利益的不法行为。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由
农村‘三资’（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管
理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 ”郴州市基层
办主任袁寿红说，如何对农村集体“三
资”实行有效监管，成为基层党组织取
信于民的一道重要课题。

为破解这一课题，郴州围绕“群众

关注什么，就公开什么”，让群众真正成
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主体，让村务公
开成为“三资”管理“防腐剂”。 该市建立
起全市统一的“村账乡代管”模式，切实
规范村级财务管理。 健全落实“四议两
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凡涉及“三资”
开支、转让、交易等重大事项，都要按照
“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

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实行村、社区
干部任期审计制。 由组织部门牵头，会同
财政、审计、农经等部门，对群众反映较
大的村、社区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处理。

郴州市农经局局长唐甲良告诉记
者，今年结合教育实践活动，郴州对村
级财务和“三资”进行专项审计，已全面
完成2937个行政村财务审计，审计金额
6.69亿元，查出违纪资金860多万元，为
村集体挽回损失529万元。

郴州市还顺应群众呼声，定期开展
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各县市区党委专题研究制定行动方案，
重点对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城镇保
障性住房分配不公、涉黑涉恶等问题进
行严肃整治，受到广大群众好评。

件件实事惠民生
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核心在服

务，根本在群众得实惠，让群众满意。 为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郴
州市要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加快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一村一策”， 帮助每个
村制定可行办法。

“不走进群众，不心贴心，就会与群
众有距离。 ”郴州市群教办副主任黎新
民说，市里结合驻村工
作队这一做法，给每位

驻村干部发一本“民情日记”，每人每周
须走访5户以上群众，通过走村头、入地
头、坐炕头，了解群众所想所盼，解决群
众所急所难。 市里还要求，各级党员干
部必须做到“群众遇急愁难事必访，群
众发生矛盾纠纷必访，病残困等弱势群
体必访，上访、帮教等重点人群必访”，
并广泛收集民情信息， 每月整理汇总，
及时妥善处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
有回音。

苏仙区从今年8月下旬开始， 把办
公场地“搬”到基层，在城区片、东片、南
片、北片4个片区分别召开现场会，由群
众代表提出问题，参会区领导及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现场予以答复。 该区规
定，对群众提的问题，能解决的马上解
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协调
解决，让每个问题都有回音。 活动中，区
里拿出5000万元，用于集中解决群众提
出的突出问题。

郴州还从激发党员活力、发挥党员
作用入手， 开展党员结对帮扶活动，号
召有能力的党员带头发展一个致富项
目、帮扶一户困难群众。 桂阳县桥市乡
桐林村党员廖六文返乡创业，带领1560
户农民开发油茶基地3万余亩， 还建了
一个年加工茶油100吨的现代化工厂，
使茶农户均年增收3000多元。

黎新民介绍，根据教育实践活动立
行立改要求，郴州力争到2018年，全市
所有行政村都有集体经济，各村年经营
性收入普遍达到6万元以上， 桂东、安
仁、汝城、宜章等扶贫开发县达到4万元
以上。

（紧接1版②） 退出的265户，补
偿款正在按相关规定予以兑
现。

保护“母亲河”一江清水，不
让退出的养殖户吃大亏。按照省
政府部署，全省明确技术指导员
302人， 上门服务规模养殖场异
地搬迁和清洁养殖。为养殖户异

地搬迁选址提供法律和技术服
务，帮助搬迁养殖户选择适养地
区，适度规模、种养平衡、生态养
殖。对湘江干流规定范围内今年
暂不退出的规模养殖场，一场一
户制定服务方案， 推行雨污分
流、干湿分离、沼气配套、种养平
衡等污染治理模式。

京湘艺术家共话湖南书画
本报9月22日讯 （记者 张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 阿部都秀库

尔·斯马义 通讯员 彭新卫）今天上午，湖南省书画界与《中华书画
家》杂志在长沙举行座谈会，共话湖南书画艺术发展。

《中华书画家》杂志是由国家参事室主管、中央文史研究馆主
办的大型艺术类学术期刊。座谈会上，《中华书画家》杂志社副社长
兼总编辑张公者就如何加强与地方的联系合作， 促进地方书画艺
术创作、推介名家大家提出了意见。张锡良、柯桐枝、李儒光、陈羲
明、余德泉、王金星等艺术家和馆员纷纷发言，畅谈了对我省文化
艺术创作事业发展现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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