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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建国 李荣喜

我是一只历经岁月洗礼的红军葫芦， 有着
一身古铜色的皮肤。 我曾经的主人是一位红军
战士，在他伤愈寻找部队之前，把我送给了江华
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赫洞村村民游用材， 留作纪
念。10多年前， 游用材又把我交给了他现年86
岁的儿子游子孝。

我身上的故事，还得从82年前说起。
1934年12月，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率

领下，辗转进入道县、江华一带，准备发动群众，
扩大红军力量。国民党军队得知后，从广西灌阳
方向追来。10日， 红三十四师在抢渡古芝江河
战斗中，遭到“铲共义勇队”袭击。

战斗中，4名红军战士受伤，没能渡河。他们
相互搀扶着向南寻找渡口。 当他们走到赫洞村
后山时，再也无力前行，瘫倒在禾草堆上。

11日一大早，游用材上山干活，突然发现禾

草堆上躺着4个人。上前一看，他们都头戴红
五星帽，穿着破烂的军装，冻得全身发抖。

游用材明白，他们是掉队的红军战士。红军
在附近一带活动的一幕幕在游用材脑海闪过：
红军战士无论首长和士兵， 都对老百姓十分有
礼貌，主动帮助百姓挑水、下田劳动。他们打击
欺负百姓的土豪劣绅， 穷苦百姓扬眉吐气……
游用材不假思索地说：“你们不用怕，到我家
去吧！”谁知，4名红军战士挣扎着起身要走，游
用材连忙说：“我是穷人， 和红军是一条心的，
就算有杀头的危险，也要救你们。”

等到天黑，游用材把红军战士一个个从后
山背回家，吩咐妻子熬姜汤，还拿出平时舍不
得吃的盐巴，溶在水里给红军战士清洗伤口。

几天后，伪保长听到风声，借故到游用材
家查看。 游用材和家人连夜把红军战士转移
到村后的岩洞里。为不引起别人注意，游用材
带着当时不到5岁的儿子游子孝， 以上山打
柴、割草等作掩护，给红军战士送饭、送药。为
让红军战士尽快好起来，游用材冒着严寒，每
天上山砍一担柴， 挑到10公里外的县城去
卖，换回药给红军战士。

经过全家人的悉心照料， 半年后，3名红
军战士康复，决定去寻找部队。临别时，他们

分别将一个挎包、一枚手雷、一张苏维埃纸币，还
有用来喝水的我，送给游用材作纪念。而年纪最
小的16岁红军战士还未痊愈，仍留下来养伤。2个
月后，这名红军战士恢复健康。由于联系不上部
队，在游用材一家的帮助下，这名红军战士在江
华沱江镇鱼塘坡村安了家。

新中国成立后，游用材把挎包、手雷、纸币捐献
给了县档案馆，只留下我作为传家宝珍藏起来。

我是一只红军葫芦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兰志荣）记者今天从省审计厅获悉，该厅近日出
台了加强扶贫审计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
落实的实施意见，推动扶贫审计工作制度化、常
态化。

据介绍， 扶贫审计主要聚焦五大重点：持
续关注有关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发展生产脱

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
贫、 社保兜底脱贫等政策措施的进展和效果；
查处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截留侵占、贪污私
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等问题；支持贫困县以
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
涉农资金、社会帮扶资金捆绑使用，切实推动
各级主管部门将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

到贫困县；加大对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特
色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
全、危房改造等扶贫开发重点项目建设和运营
效果的审计力度；揭示和反映阻碍政策措施落
实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缺陷，提出相关对策
建议。

建立定期轮审制度，由省审计厅统一组织，
对全省51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落实扶贫政
策措施和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实施审计， 每年审
计50%的县，做到两年轮审一次。各级审计机关
要依法向社会公告审计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情
况，促进审计整改的有效落实。

扶贫审计聚焦五大重点
5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每两年轮审一次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纯 罗妙

“看，天空上，有南归的大雁，还有我们救
的鸟儿哩!”

“太美啦！鸟儿们，飞吧飞吧！”
9月20日上午， 东洞庭湖华容县幸福乡

湖滩，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组织志愿者和市
民，集中将协会当天救护的26只水鸟放飞。东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赵启鸿
带人前来助阵， 他感慨：“江豚保护协会志愿
者的救鸟行动让人钦佩，保护鸟类，需要全社
会‘大合唱’！”

连日来，洞庭湖水渐退，用“迷魂阵”、矮
围等非法捕鱼行为猖獗。9月19日晚10时许，
才从湖上救鸟归来的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范
钦贵、付锦维接到渔民举报，黑咀水域“迷魂

阵”困住数只大鸟。
夜色苍苍，湖洲茫茫。范钦贵、付锦维带

上救护设备赶往事发水域， 并联系湖上志愿
者陈晓华迅速过来。至一沼泽地，付锦维深陷
其中，范钦贵飞身相助，挣扎10多分钟才脱
险。

20日凌晨4时许， 志愿者才摸到黑咀水
域。“迷魂阵”处于浅水区，志愿者在泥泞中深
一脚浅一脚前行，凭借微弱手电光清查，先从
“迷魂阵”网兜中救出2只被困白鹭。接着，他
们奋战2个多小时，地毯式搜索了5公里水域，
救得白鹭、池鹭等6种野生水鸟36只。志愿者
细心检查， 将10只体力良好的鸟儿当场放
飞，带上剩下的鸟儿返回。

20日9时40分，志愿者一上岸，马上找来
小鱼和水， 对鸟儿进行救护。 赵启鸿得到消

息， 带着管理局鸟类专家姚毅、 易飞跃， 奔波
100多公里， 赶来与志愿者汇合， 现场协助放
飞。姚毅说：“幸好志愿者抢救及时，鸟儿健康状
况良好。”

将鸟儿放飞后， 赵启鸿邀请江豚保护协会
与当地林业部门人员现场召开“圆桌会议”。范
钦贵说：“今年来，江豚协会已救鸟112只，这是
一个惊人的数字！现在候鸟南迁在即，非法捕鱼
网具不清除，对候鸟很不利。”付锦维也忧心忡
忡：“救鸟治标不治本，还需林业、渔政、水务等
部门共同发力！”

“我们会尽心尽职尽责， 做到无怨无悔无
愧。”赵启鸿当场表态，“保护区马上联合志愿者
开展专项整治大巡护， 并将情况向有关部门报
告， 争取多部门联动， 对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
度，共同保护鸟儿栖息地。”

沼泽蛮荒，湖洲茫茫
连夜“奔袭”护鸟忙

9月20日上午，东洞庭湖华容县幸福乡湖滩，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组织志愿者和市民，集中将协会当天救护的水鸟放飞。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 红军葫芦。
黄志东 摄

打工有劲头
日子有奔头
———花垣农民工在粤务工的小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吴红艳 龙明江

花垣县积极推进转移就业精准脱
贫，目前，外出务工农民已达10多万人。
9月中旬，记者一行走访了花垣在广东省
深圳、广州等地务工的部分农民工，不仅
了解到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等情况，还
聆听到了他们奋力拼搏的心声。

“工资虽不高，胜过种农田”
“现在，我每个月工资2500多块钱。

感谢政府帮我找到这份好工作。”9月17
日，深圳市比亚迪公司里，花垣县民乐镇
卡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龙金生一边扫
地，一边乐呵呵地说。

龙金生今年50岁， 因为家庭贫困，
至今单身。4月18日，他在花垣县与深圳
市联合举办的贫困人口劳务输出首场招
聘会上， 谋到了深圳市比亚迪公司保洁
员岗位。厂里保洁工作每天实行两班制，
龙金生与工友们轮班上岗。

“我天天都在想，现在，我工资虽不
高，胜过种农田。” 龙金生告诉我们，“我
文化低， 年纪又偏大， 能找到这样的事
做，已经很不错。在厂里做两个月，胜过
在家苦一年！”

“吃穿都从简，一心要攒钱”
“这两兄妹吃得苦，霸得蛮，勤俭节

约，好习惯……”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欧
派家具厂的职工纷纷为龙云鹏和龙云慧
兄妹俩点赞。

龙云鹏和龙云慧兄妹来自补抽乡补
抽村。在这个家具厂仓库里，我们看见龙
云鹏正在安装欧式酒柜， 他身穿一套深
蓝色工作服，脚上一双深绿色的解放鞋。

龙云鹏告诉记者，2015年， 父母为
了让他和妹妹安心读高中， 不仅卖光了

家里的猪牛羊， 还借不少钱。 高中毕业
后，他和妹妹结伴出来打工。如今不仅把
家里欠下的钱陆续还上了， 还攒下一小
笔存款。

现在，他们兄妹俩工资加起来，每月
收入9000余元。

“打工有没有捞到钱，关键看你能不
能攒。我和妹妹很少出去逛街，吃穿都从
简，一心要攒钱……”为了节省开支，龙
云鹏和妹妹不仅省吃俭用， 还合用一部
手机，每月只留200元购买生活用品，其
余全部往银行里存。

龙云鹏打算：“等攒够了钱， 我们准
备回去翻修家里的老木房， 让父母吃得
好，住得安。”

“打工学技术，回家当老板”
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线工业区

横路携展装饰厂的彩绘喷漆车间， 来自麻
栗场镇溜豆村的麻宗艾与10多个工友正专
心致志地为各种儿童玩具喷油漆。

以前，麻宗艾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文
凭，出来打工找寻工作时总是处处碰壁。
再加上他身材瘦小， 要想谋一份工作真
是难上加难。

“当初， 我想给人家搬运砖块卖苦
力， 老板看我矮小还嫌弃。” 麻宗艾说，

“后来，我想来想去，只要有技术，身材矮
小应该不是问题。”

“苦点脏点我不怕，关键要把技术学
到家。”麻宗艾通过参加县里组织的就业
培训，初步掌握了喷漆技术。如今，已是
该厂一名技术娴熟的专职喷漆工， 月收
入4500元。

“我在广州这几年的奋斗目标是：
‘打工学技术，回家当老板’。” 麻宗艾对
以后的生活信心满满 ，“每月按时存
4000元，等攒够了钱，我要回县城开个
玩具生产出租店，自己当个小老板。”

天籁之音,流淌在猛洞河
———土家族舍巴节速写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荆彩
通讯员 孟春绒

9月19日上午9时，在永顺举行的土
家族舍巴节正式开始。

湖南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永顺
县老司城遗址前， 锣鼓声、 甲马号声响
起，一杆巨大的蓝、黄、黑相间的龙旗被
众多土家族汉子扛出并竖起。

一位年长的土家族梯玛，引领着11
位梯玛，手持师刀、斩刀、铜铃、牛角号、
五彩柳巾棒等法器， 首先举行了祭祀土
家族祖先八部大王的仪式。《升旗祭祖》，
拉开舍巴节帷幕。

舞台， 就搭在老司城遗址前猛洞河
中一侧———原土司钓鱼台遗址前。 河边
几百年树龄的胡杨树带着苍劲的表情，
在河岸岩石上站成一排， 如守卫老司城
的土家族战士； 稍远处山坡上的土家族
吊脚楼，则成了更大更深的背景。

舍巴节上， 最为隆重的是土家族打溜
子比赛，来自湖北、重庆、贵州和湖南的16
支打溜子代表队进行了精彩的比赛。

最先登台的是老司城打溜子传习所
代表队，一出场就给大家以惊喜———4位
姑娘身着土家族节日盛装， 所打的曲牌
是《鸳鸯戏水》，动作惟妙惟肖，赢得观众
热烈掌声。

土家族打溜子被誉为“土家族的交响
乐”。它历史悠久，曲牌繁多，表现力丰富，是
土家族独有的艺术形式，2006年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打溜子所有曲牌来自生活， 且别出
心裁。湖北五峰、重庆黔江、贵州沿河与
湖南保靖、桑植、龙山溜子代表队所打曲
牌分别为《龙虎斗》《鲤鱼飚滩》《猛虎下
山》《鸡婆下蛋》《青蛙吐泡》《八哥洗澡》，
表演工具有鼓、锣、钹和唢呐，表演人数
有多有少、最多的有9人，其中年龄最大
的66岁、最小的才9岁。

比赛输赢不重要， 大家更看重的是
交流，是把各自的水平发挥出来。

或锣与钹组合，或鼓、锣、钹组合，或
鼓、锣、钹与唢呐组合，敲击出的音乐美
妙极了。在每位表演者手起手落、手开手
合之间，天籁之音汩汩流出，滴落在舞台
下的猛洞河里，在峡谷中流淌。

打溜子比赛中间， 穿插了有关老司城
历史的演义和土家族民俗表演。《土王出
征》大气磅礴，生动再现了明朝嘉靖年间溪
洲土司彭翼南率领数千人出征的场景，展
示了土家儿女在家国面前的大爱无私。

“福石城中锦作窝， 土王宫畔水生
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在欢快的《欢歌摆手》音乐声中，土家族
舍巴节落下帷幕。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陈淦
璋）今天，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友谊路营业部开业， 为长沙城南的职工
就近办理公积金业务提供了便利。至此，
省直公积金在长沙已有识字岭、河西、友
谊路3处营业网点， 覆盖3000多家缴存
单位、30多万缴存职工。

省直公积金友谊路营业部位于长沙
市友谊路528号湘诚万兴南栋二楼，可
乘坐地铁1号线至友谊路站前往，也可选
择公交23路、105路、125路、141路等前
往。

省直公积金管理中心布局识字岭、
河西、友谊路3处营业网点，就是考虑增
加服务网点、方便就近办理、分流窗口压

力。今年以来，该中心还持续提升服务效
能，在所有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中，均取
消了职工单位在提取申请表上加盖公章
的要求。 同时， 完成了信贷业务流程升
级，由以往的“五级审批”优化为“三级审
批”，将个人贷款业务的审批时间从15个
工作日缩短至6个工作日。

省直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汪涛介
绍， 至8月底共归集住房公积金40.64亿
元，累计归集352.22亿元；共提取22.7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14亿元；为7059
户职工发放贷款30.46亿元，发放贷款比
去年同期上升32.32%； 累计向76080户
职工发放贷款213.07亿元， 实际逾期率
为零，风险安全可控。

省直公积金再添长沙城南网点
网点总数达到3个，覆盖3000多家缴存单位、30多万缴存职工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骆力军)“禁革一切人夫、猪羊、什物、生兽
并陆路塘坊、公馆以及竹木、柴炭、豆麻、灰草
等件，毫不累民……”9月20日，记者在九嶷山
下的宁远县湾井镇路亭村见到了一块清代“减
负”石碑，碑名“奉宪禁革”，立于清嘉庆四年

（1799年）。
路亭村是从宁远县城去九嶷山舜帝陵必经

之处，距县城25公里。历史上，经停路亭村前往
九嶷山的祭舜官员众多，既为村民带来荣耀，也
给村里造成沉重负担。清乾隆年间，路亭乡绅向
县里反映， 请求禁止摊派、 强行接待等扰民行

为。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朝廷下令并立碑，
禁止祭舜队伍在村里用膳，累民备办堂房公馆、
薪炭柴草等。清嘉庆四年(1799年)，宁远县令吴
绳祖在原碑损毁后重立禁碑， 碑文规定更加细
致具体。

宁远县文物部门专家介绍， 这块碑刻不仅
是历史上中央政权对舜葬九嶷认可的佐证，也
是一块较早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减负碑”，具有
较高文物和史料价值。

宁远发现清代“减负”碑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陈淦璋

实习生 彭琳）近日，由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湖南证监局主办的“金融知识
普及月”活动启动，首站走进湖南农业
大学，向千余名高校学子宣讲货币真伪
鉴别、安全使用银行卡、防范金融诈骗
等内容。

今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旨在
普及消费者日常生活中所必要的金融基
础知识，重视不同消费者群体（重点关注
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
人群、残疾人、老年人六类特殊群体）的
金融需求，引导其正确运用金融知识，增
强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