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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巍巍云山，烟云变幻，武冈市龙溪镇石洪
村就在山下。

石洪村在当地，是有名头的。一是因为村
党支部书记是“武冈首富”沈绿叶，二是因为
去年村里人均年收入达到11570元， 超过武
冈市平均水平3000余元，在全镇堪称“首富
村”。

几年前还是贫困村的石洪村何以成了
全镇的“首富村”？7月13日，细雨中，记者走
进石洪村一探究竟。

� “一个人吃肉，全村人吃糠，
没得味道”

雨中的石洪村满目青翠， 水稻正在孕
穗，油绿的生姜叶一簇簇往上长。一行人站
在64岁的肖玉芳家门口歇雨， 她端来茶水：

“我们村水好，地道的矿泉水，沈支书从云山
引下来的。”

沈支书就是沈绿叶， 石洪村的传奇人
物。

沈绿叶酿过酒，喂过猪，种过田，习过
武， 也曾是武冈城鼎鼎大名的裁缝“沈师
傅”。1993年和丈夫借钱创办煤炭购销公司，
很快致富；2002年竞拍下武冈一家水泥企
业，改建成云峰水泥有限公司，终成邵阳市
最大的建材企业， 并在2014年与中国500强
企业安徽海螺集团实现股权合作。

沈绿叶勤快、脑子活、吃得苦是出名的，
做煤炭生意那时，她抱着孩子跑运输，常常
半个月就吃住在车上。“抠” 也是出名的，身
家上亿之后，还经常自己做衣服穿。

2009年， 沈绿叶当选石洪村党支部书
记。“她自己经常说，一个人吃肉，全村人吃
糠，没得味道。”肖玉芳还记得沈绿叶就职大
会那天，在村里的人全都去了，“对她抱的期
望到底不一样。”

嫁到石洪村多年，沈绿叶太清楚村里的情
况：人口多，耕地少，过去主要经济来源靠家庭
式作坊私制烟花爆竹，国家禁止后，村里没有
发展新的产业， 因此一直是武冈的贫困村，
2008年时还没通自来水，村道全是泥巴路。

就任村支书后，沈绿叶个人出资60多万
元将云山“矿泉水”引到村里，解决了饮水问
题；出资20多万元，将水泥路修到村民家门
口；出资150多万元进行山塘、渠道整修和农
田整治，建成“旱可浇，涝可排”的水利设施
网，300亩土地实现了方田化、机械化；出资

240万元建成“村民活动中心”，内设农家书
屋、远程教育中心等。

“把环境搞好了，你勤快一点，哪有不发
财的！”这是现在沈绿叶在村里喜欢说的一句
话。

� “十里八乡都晓得石洪村老
板多”

早几年，村民杨恢善妻子身患重病，一家
陷入贫困中。不久，沈绿叶知道情况后将他安
排到云峰公司上班，让杨家有了稳定收入。

像杨恢善这样在云峰公司上班的， 村里
约有300人。

但相比安排工作， 沈绿叶更鼓励村民去
创业致富。

村民王建伟家贫，30多岁才娶上老婆。
为了改善家境，2007年他拿出打工的全部积
蓄与人合伙包车跑运输， 结果血本无归。
2009年王建伟女儿到了读书年龄，他却拿不
出学费。沈绿叶主动找他，要将村里的四口荒
塘租赁给他发展水产养殖， 并以自家房子作
担保帮他从银行贷款3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就在当年春节，王建伟收获净利润15万元。3
年后，又在武冈市买了商品房和轿车。

李小清则是自己找沈支书借钱创业的。
1994年，因非法私制烟花爆竹，李小清家发
生爆炸事故，所有家产化为灰烬，此后15年
他只能远走广西挑担贩水果。“武冈有句土
话，远走不如近爬。”得知沈绿叶当了村支书
后，李小清带老婆回了石洪村，他告诉沈绿
叶，自己学会了土猪养殖，想回村创业，需要
借本钱30万元。沈绿叶如数借款给他，但提
了一个要求：得收利息9厘。仅仅6个月后，李
小清养的900头土猪就卖了40万元， 他用赚
来的钱继续投资其他产业，一年后，年收入达
到200万元。“我还给沈支书本钱时， 她没要
利息，说那样要求只是为了让我知道做生意
的压力。”

“现在，十里八乡都晓得石洪村老板多。”
村秘书杨成元相当自豪。

给村里种下了“摇钱树”
“前面成功的人多了，找我借本创业的人

也多起来。”沈绿叶说自己从商20多年，知道
只有思路清晰、项目可行、勤快肯干的人才能
创业成功，但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创业失败
的人还是占多数，“很多人只看见贼吃肉没看
见贼挨打，也不排除有人就是想借钱花。”

于是，沈绿叶开始拒绝村民，许多人因此

心生怨气。“我不懂，为什么对有的人借，有的
人不借。”肖玉芳说，村里人大多和她一样，对
此是不理解的。

面对村民的怨言， 沈绿叶异常强硬：“我
绝对不乱帮，特别是不帮好吃懒做的人，懒惰
是致富的最大敌人！”但同时，她也开始反思，
“创业致富”这种方式的不足，“带动面确实窄
了一些。”

于是，2015年， 沈绿叶带领村集体创办
了武冈市云峰农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由她
任法人代表， 今后主要发展以农家乐、 度假
村、垂钓山庄等为主的休闲农业项目，一个占
地千亩的花圃苗木基地正在建设。同年，石洪
村还以农业产业合作社形式与武冈市青钱柳
产业公司合作，利用村里1200亩荒地建青钱
柳基地。

“青钱柳，还有个名字叫‘摇钱树’，它的
芽叶做成青钱柳茶，能够治疗高血糖，卖价很
贵的。”沈绿叶兴奋起来。时下，青钱柳树苗已
经在石洪村生长了一年， 细长的枝干在雨中
轻摇，“四年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 到时村里
每年至少能增收200多万元， 我已经承诺给
每位村民分红1000元。”

离开青钱柳基地时，雨歇了，抬头隐约能
见云山，雨后斜阳，青钱柳迎风含笑。

“武冈首富”沈绿叶任贫困村石洪村村支书7年多来，出资为乡村改善基础设施，
多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在其帮带下，许多村民从贫困户成长为“老板”，石洪村也发展
为当地的“首富村”———

“首富”带出“首富村”

� � � � 7月13日，武冈市龙溪镇石洪村，沈绿叶（中）在指导村民种植玉米。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 � � � 故事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王晴）7月
21日，华容县防汛救灾“卡车勇士”奖励座
谈会召开，16名司机共获得260多万元补偿
和奖励，其中每人获得1万元奖励。

新华垸洪灾发生后， 华容县防指临时
征用民间卡车，用连车带石的方式堵溃口，
帮助溃口顺利合龙。这群驾驶员被称为“卡
车勇士”，16位勇士包含了新华垸溃口之前
抢险的3位。

此次补偿奖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坠入溃口的卡车的补偿。 根据16位司机提供
的购车发票，并评估车辆的年限与折旧情况，
情况最差的车辆补偿7万元，情况最好的车辆
补偿35万元。第二部分是司机的误工费。本月
10号之后，16名司机无法进行运输工作，县
政府按照核载吨位每天分别补助400元至
1000元，按40个工作日补贴。第三部分是见
义勇为的奖金，16位司机每人各奖励1万元。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王匀 贺鹏）近日，省委正式批复成立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
会。今天上午，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在长沙
举行成立大会暨全省离退休干部党员“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成立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
是省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加强和创
新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重要部署。 在深

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中，省委
离退休干部工委要切实担负起加强离退休
干部党组织建设、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员教
育管理、加强党内关怀、凝聚发挥离退休干
部独特优势的责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履职、主动作为，切
实把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各项工作做好做
实做出成效， 带领全省离退休党员干部为
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在湖南曲艺的丝弦、渔鼓、弹词、小调四
大曲种中， 目前渔鼓发展态势最好。7月18日
至20日，在长沙举行的“首届湖南渔鼓汇演”，
展示了湖南各地渔鼓的不同韵味与风情。连
续3场演出，不断改变、拥抱市场的祁东渔鼓，
与坚守传统、略显沉闷的九澧渔鼓，形成了鲜
明对比。

渔鼓发展呈现地方差异
7月19日晚， 长沙市湘春路画意江南茶

馆，一场别开生面的相声、渔鼓专场，让久居
都市的观众大开眼界。

专场演出现场， 长沙红星曲艺传承社的
相声和来自常德、衡阳、永州等地的渔鼓节目
陆续登台演出。衡南渔鼓《菜园风波》、祁东渔
鼓《游龙戏凤》、澧县渔鼓《Biang门寺》等，展
示了各自的艺术魅力。

湖南渔鼓的历史可上溯至唐宋时期的
“道情”， 明清时期最终形成湖南地方性的曲
艺形式，主要流传在衡阳、常德、邵阳、永州等
地。表演形式为采用湖南方言，说唱相间、以
唱为主。

在首届湖南渔鼓汇演前， 湖南省文化馆
对全省渔鼓进行了一次调查摸底。“以前在邵

阳和自治州都有渔鼓， 都是市州一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是，今年在调查时发现，
这两个地方的渔鼓已经很少有人演出， 找不
到人来参加汇演。 而祁东和常德几个县市的
渔鼓发展态势比较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敏说。

祁东渔鼓演艺市场繁荣
台上， 来自澧县的渔鼓艺人刘军成手拿

渔鼓、简板、钹和一根筷子，用传统的说唱形
式， 表演了常德一带常见的单口渔鼓《Biang
门寺》。相比而言，祁东渔鼓迈的步子更大。

近年来，邹昆山、邹华山等祁东渔鼓的领
军人物积极带领渔鼓艺人走村串， 承接婚丧
喜庆等民俗活动演出，深受群众欢迎。顺应观
众爱看热闹的需求， 祁东渔鼓逐渐由一拉一
唱的2人队向6人队转化：3名男艺人、2名女艺
人、1名专职琴师成为固定队形。 乐器也逐渐
增多，在二胡的基础上新添了月琴、唢呐、笛
子等。但这样一来，原本唯一的乐器渔鼓便沦
为配角，单人说书形式也变为了戏剧表演。

“现在祁东有渔鼓艺人500余人，演出团
近100个。”13岁就跟着父亲学渔鼓的邹昆山
告诉记者，他带领的演出团，每年要演300多
场。在他看来，祁东渔鼓根植于民间，唱的是
老百姓身边的人和事，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于渔鼓全方位改变， 祁东的渔鼓演艺
市场空前繁荣， 目前祁东县每年民间渔鼓演
出数千场，呈现出独特的“祁东现象”。

传承渔鼓要创新，但也要把握好度
2014年，湖南省文化馆将九澧渔鼓、零陵

渔鼓、祁东渔鼓三个省级非遗项目整合成“湖
南渔鼓”，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祁东渔鼓市场反响好， 但邹昆山内心总
有担忧：“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渔鼓。”在
7月20日上午举行的湖南渔鼓研讨会上，他表
达了自己的困惑：“顺应市场需求而革新渔鼓
艺术，加入其他艺术元素，将原本一个人的说
唱表演，搞成多人的群演群唱，是对还是错？”

湖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芦克宁认为，传
承渔鼓， 首先要继承传统的渔鼓表演方式，学
会经典曲目，可以不演，但是必须会。单人锣鼓
表演艺术家、非遗保护专家李迪辉认为，渔鼓
要紧贴现代生活，必须创新，可以在原来相对
简单的形式上，对形体、动作、唱腔进行提高，
但也要把握好度，如果变味就不是渔鼓了。

衡南渔鼓结合国学教育，把《三字经》《弟
子规》与渔鼓结合，走进校园编唱表演，得到
专家的肯定。胡敏介绍，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将与市州合作，推动渔鼓进校园、进社
区演出。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陈淦璋 实
习生 彭琳）今天，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披露了2016年全省金融生态评估结果。综
合排名前5位的市州依次是长沙市、 湘潭
市、自治州、株洲市、岳阳市；综合排名前10
位的县市依次是韶山市、吉首市、宁乡县、
长沙县、浏阳市、资兴市、炎陵县、耒阳市、
汨罗市、临澧县。

这是我省连续第9年对金融生态进行
评估， 今年也是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与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合作。 金融生态

评估作为金融机构信贷资源配置的风向
标， 对区域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起到了积
极作用。

据悉， 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分为经
济基础、金融运行、司法环境、行政环境、信
用环境、金融服务环境共6个部分，含62个
指标。其中，今年经济基础、金融运行、行政
环境、金融服务环境平均得分较上年提高；
而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 今年经济案
件增多、处理难度加大，司法环境、信用环
境平均得分较上年有所下降。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姚学文）昨
日，长沙市雨花非遗馆，一场以“英语茶艺风，
萌宝漫思范” 为主题的非遗文化传承成果展
示活动在此举行。3名女大学生以特有的韵
味，展示他们在“漫思塾”里学到有关茶和茶
文化的学习成果。

“漫思塾”是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商贸
英语专业余思扬等3位应届女大学毕业生，凭
借对中国茶文化的喜爱， 在这里自主创业开
设的茶艺传承公司。

余思扬告诉记者，她们选择在这里创业，
与一张地图有关。她所说的地图，就是长沙市
雨花区出版的“大学生就业创业地图”。据雨
花区人社局局长罗玲介绍， 这是湖南省首张
“大学生就业创业地图”，在全国也很罕见。

记者看到，该地图正面的上部分，是设
计完美的地图。里面有雨花区域内各大中
专学校、区人民政府、区人社局、各街道办
事处等相关部门的位置和路线，还有区域
内的高铁、地铁、公路等交通，以及高桥现

代商贸城、 雨花非遗馆、 东湖高新创投空
间等就业创业基地等信息。 下部分， 用表
格的形式，列出了区域各高校 、街道（镇）
办事处和众创空间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地图的北面 ， 是大学生创业就业服务指
南。 用图文并茂的形式， 系统告诉大学生
如何进行人事档案托管、有哪些创业帮扶
和技能培训政策、以及如何进行就业小额
担保等。可以说，一图在手，就业创业信息
全掌握。

湖南渔鼓：
坚守传统还是拥抱市场

一图在手“前途”在握
“大学生就业创业地图”面世

新华垸“卡车勇士”
获补偿和重奖

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举行“两学一做”推进会

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

湖南连续9年评估金融生态
今年结果显示，长沙、湘潭、自治州、株洲、岳阳居前5

� � � � 名片
沈绿叶，女，苗族，中共党员，1968年出

生，武冈市龙溪镇石洪村人。湖南云峰集团
创建者之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9
年起担任武冈市龙溪镇石洪村党支部书
记，2015年带领村集体创办了武冈市云峰
农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注册资金1.2亿
元。

扶贫成绩单

1 在她的企业中安置了300多名下岗
工人， 为近千名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
业机会。

2 多年来共资助贫困学生和困难群众
1120多人； 向社会公益、 福利事业捐款
258.16万元； 向新农村建设捐款106.17万
元；向市、县、乡、村道路建设捐款382.15万
元。

3 担任石洪村村支书后， 帮助多位村
民成功创业。201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11570元。

乡亲们“说”
村民王建伟：我很感谢她，但又不知道

怎么感谢她，想送她礼，她肯定不收，所以，
我就把赚的钱借给村里比我穷的人， 算是
向沈支书学习。

石洪村党支部副书记： 我以前也当过
很多年村支书，沈绿叶有胆识，有思路，她
来当书记，我甘当副手。要是她脾气不这么
急躁，就更完美了。

村民银桂元： 我们村这几年环境变好
了，新房建多了，就业增加了，经营搞活了。
所有这些变化，多亏了沈支书。作为一个从
外村嫁进来的苗家女子，她不容易。

� � � � 记者手记

因为爱得深沉
彭雅惠

采访沈绿叶时，她哭了，承认自己因为
部分村民的不理解甚至诘难感到委屈，她
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我图什么？”

作为一个记者，我也在问，对于沈绿叶
这样，生活富裕、婚姻幸福、身体健康、事业
成功的人来说，还会追求什么？

沈绿叶现在所做的， 是让全村人生活
富足，让小康的日子早点到来。全面小康之
路，对贫困村、贫困户来说，并非坦途。先富
帮后富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处
于这一风口上， 或许正是对沈绿叶智慧的
考量和耐心的考验。

第一届任期结束后， 沈绿叶再次当选
石洪村党支部书记， 足以证明村里人对她
的认同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