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3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廖琛）将于10月4日19时30分播出
的2017湖南卫视《中秋之夜》，已于节前完
成录制。在一个直径13米的镂空超级大月
亮装饰的舞台上，李宇春、刘涛、狮子合唱
团、陈学冬、郭碧婷、邢昭林、Mike、上海评
弹团、芒果小戏骨、小杜鹃艺术团等呈上精
彩演出。以“让月亮告诉你，每一刻都珍贵”
为主题，将线下通过“超级月亮”征集到的
珍贵一刻照片汇集到晚会当中分享， 温馨
而走心。

今年《中秋之夜》晚会，湖南卫视坚持
传承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天籁之
音”尹毓恪加上“吴侬软语”苏州评弹惊艳
开唱《但愿人长久》。郭碧婷在献唱《千灯
愿》的同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顾
业亮先生现场制作秦淮花灯。《红楼梦之刘
姥姥进大观园》的“小戏骨”和戏曲少年将
以“戏中戏”的形式带来精彩绝伦的《赏戏

大观园》。戏曲少年们也将在京剧、豫剧、越
剧经典唱段融入戏曲中的耍花枪、跟头功、
川剧变脸等绝技绝活。

今年《中秋之夜》晚会选取了“让月亮
告诉你，每一刻都珍贵”为主题，引发大众
的集体参与和感情共鸣。节目中Mike毛晓
彤等现场穿越时空献唱《花好月圆夜》和
《全部都是你》。付辛博颖儿牵手献唱《让月
亮告诉你》，更有跨国情侣唐琮洋和塔雅上
演高难度皮吊双人舞《月光爱人》。最后还
有何炅动人讲述《平如美棠》跨越60年的
动人爱情故事，胡夏汪苏泷与妈妈献唱《时
间都去哪儿了》，致敬全天下的妈妈。

晩会上， 你还将看到李宇春震撼开唱
金曲《下个路口见》等，狮子合唱团将联手
洛天依家族演唱《彩云追月》等。陈学冬深
情献唱《夏至未至》主题曲《追光者》，简铭
宣表演魔术《移形换影》，老戏骨张铁林说
唱《五仁月饼》。

湖南日报10月3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徐佼 刘鸿）“有政府‘做媒’，这笔钱到得
快、利息低，银行和保险公司还上门服务，真
是太好了！”9月底，说起公司上个月通过“财
银保”从邮储银行贷的150万元，安化茶企湖
南高家山茶业法人代表龚顽强称赞有加。

“财银保”是指通过引入贷款保证保险，
以保单为担保，以政府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为
后盾， 以贴息资金为杠杆而构建的财政、农
业、银行、保险多方合作融资体系。“财银
保”是我省实施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配套政策，在全国是首创。

2015年11月，益阳市被确定为全省“财

银保”改革唯一试点市。今年头8个月，该市
“财银保”贷款申报10982万元，保险公司审
批通过金额7935万元、 银行实际发放贷款
6415万元， 分别占全省的37.69%、39.28%、
39.3%，惠及全市农业经营主体119家。“财银
保”限时办结，且成本低。从申请到最后放
贷，时间不超过1个月，比其他形式贷款快3
个月以上，且年融资成本比商业银行贷款低
3.29至6.7个百分点。

过去，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由于缺少抵押物，担保手续繁杂、成
本高，存在融资难、贵、慢问题。试点中，益阳

市创新部门协同支农机制， 通过省财政设立
的“财银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以保证保险
贷款为载体， 把政府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的坚强后盾， 用财政补贴资金鼓励各类规模
经营主体向保险公司投保， 投保后不需要其
他担保抵押， 便可获得由保险公司出面向银
行申请的贷款， 还可获得政府贷款贴息资金
和保费补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分工协作，紧贴实际扩面，提高审批
效率，不断完善制度等，形成“农户申报、保险
和银行联合审批、 商业银行发放”3步走放贷
模式和省、市、县（市、区）3级联动统筹调度
推进机制，取得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新华社北京 10月 3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日
致信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
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
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建
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为党和人
民事业服务，形成了鲜明办学特色，在我国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为我国革命、
建设、 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人才。

习近平强调，当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处
在一个关键时期，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对科学知识
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烈。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以建校80周年
为新的起点，围绕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
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
持立德树人， 遵循教育规律， 弘扬优良传
统，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
3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并致辞。她表示，要深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立学为民、治
学报国传统，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提高
办学水平，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为国家发展和民
族复兴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
的陕北公学， 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
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
基础合并组建，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注重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
学与研究，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
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湖南日报10月3日讯（记者 段云行 周俊
通讯员 伍实强 邹蝶嫩）国庆节前夕，新化
县天门乡长峰村“土货大王”杨智勇异常忙
碌，他正组织农户打包腊肉、茶叶、野菜、葡
萄等特色农产品， 通过乡里扶持的村淘平
台发往全国各地。 他挥舞着一摞发货单笑
着说：“搭上电商快车， 以前少人问津的土
特产，变成了‘网红’，公司年销售额有200
多万元。”

近年来，依托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库
区移民开发等工作，新化特色农业产业快速
崛起，涌现出一大批土特产种养大户，已建
成蔬菜、中药材、杨梅、葡萄、茶叶等农业基
地132万余亩，形成了农家水酒、白溪豆腐、

柴火腊肉、 高山野菜等众多特色农产品。农
产品丰收，但并未带来效益。每当收获季节，
农户总要为产品滞销发愁，一些规模种植的
农产品出现无人采摘、烂在枝头等现象。

如何破局？ 新化把目光瞄准电商产业，
帮助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利用网络、
微信、手机APP等平台，采取书记市长代言、
网上供销、朋友圈推广、农村淘宝站点建设
等方式，加强对本土农产品的推广；编制电
子商务发展规划，出台电商扶持政策，构建
涉农电商孵化平台；建立农产品电商服务中
心、完善农村物流体系、配齐三级服务站点，
铺平涉农电商发展道路； 联合湖南邮政电
商、农宅送、京东、天天优品等平台，畅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
同时，开展电商进乡村、进农家等活动，

采取“一帮一”方式，帮助种养大户建立电商
站点，传授电商知识和运营模式，跟踪解决
各种问题；组织种养大户、合作社、农业加工
企业与县域内淘宝商家、微商对接，形成了
“电商+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今年，新化以全省第一名成绩，成功创
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1至8月
底， 该县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达2.7亿元。目
前，已注册电商企业415家，开通农产品销售
网店、微商平台1500余个，孵化出小小鸟科
技、洋溪电商、王爷山食品等年销售500万元
以上涉农电商企业15家。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今年35岁的龙秋亮， 是湖南路桥建设

集团公司长江分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 ，
2003年入党。别看年纪不大，他已经在筑路
修桥第一线工作了14个年头， 从一名普通
合同工一步步成长为技术骨干， 先后获得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湖南“最美青工”等
荣誉。

【故事】
10月2日刚从耒阳鹿岐峰大桥项目培

训回来，4日又要赶赴岳阳的大岳高速项
目工地，龙秋亮的国庆假期“有点忙”。“我
的工作性质就是‘南征北战’‘铺路架桥’，
四处跑惯了。”龙秋亮对记者说。

2003年7月， 年仅21岁的龙秋亮来到
海南三亚，参与海南三亚湾大桥的建设，也
从此开启了他的“铺路架桥生涯”。海南三
亚湾大桥、湖南怀新高速杉木塘特大桥、广
深沿江高速东莞段、 大岳高速……14年
来， 龙秋亮的足迹随着路桥的建设走遍了
祖国的大江南北。

2011年初，由湖南路桥集团负责的广
深沿江高速公路A2东莞段B9标即将进入

东莞市虎门镇区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长5.5
公里，位于居民集中区，地质条件差，现有
的装备和工艺会造成居民住宅的地基下
沉、房屋开裂等问题，项目面临停工困境。

怎么办？没有合适的设备，就从国外购
买旋挖钻机；没有配套的工艺方法，就自己
写！作为该标段的副总工程师，龙秋亮一连
两个月，每天“泡”在施工现场，分析基岩强
度、测量钻孔深度、调整试钻角度……经过
反复调整和优化， 龙秋亮最终编写出一套
操作性较强的施工作业指导书， 克服了试
钻过程中，由于设备重、钻进加压不均衡而
产生的地基变形、塌孔、基岩层钻进时钻齿
损坏等情况。

2011年5月， 工程进入正式施工投产
阶段，龙秋亮编写的“宝典”派上了大用场：
逐一解决了大直径、深长桩、地下水位高、
不良地质等一系列技术管理难题。 这套工
艺方法和技术的应用也被专家们认定为
“填补了国内相应的技术空白。”

因表现出色，2013年， 龙秋亮被任命
为大岳高速第16合同段项目副经理。从技
术岗位到项目管理岗位的角色转换， 龙秋
亮完成得同样出彩。

荩荩（下转3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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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财银保”滋润农业企业

新化土特产“触电”变“网红”
成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习近平致信祝贺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

� � � � 10月3日，通道
侗族自治县双江镇
芋头村侗寨，村民与
游客一起跳着欢快
的侗族舞。 近日，来
自国内外的游客利
用国庆、中秋长假纷
纷来到侗乡， 感受
侗寨民俗魅力。

刘强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今年47岁的田蕊扎根山寨20多年，成

为土家山寨离不开的好医生。 她先后担任
保靖县水银乡马福村村医， 保靖县昂洞卫
生院院长等职务，200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荣获“最美乡村医生”“全国卫生道德
模范建设标兵”等荣誉称号。

【故事】
在保靖，昂洞卫生院很“出名”。不仅因

为这座山沟沟里的卫生院因新潮实用而入
选过英国建筑国际奖 ， 还因为它的院
长———田蕊当选了十九大代表。

1992年，田蕊从医校毕业后，服务于
基层医疗工作，一干就是25年。

说起当年的选择， 田蕊记忆犹新。
1992年，她随男友到保靖县水银乡马福村
过春节，一户村民的孩子出现呕吐、腹泻等
症状，由于村里没有卫生室，最终孩子因医
治不及时而死亡。“我和男友商量毕业后要
回来办卫生室， 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得到及
时的就医治疗。”田蕊说。

毕业后，田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回到
马福村。结婚后，夫妻俩东拼西凑了八千多
元购置简单的医疗设备和药品， 加上村民

提供的两间房子， 一个简单的村卫生室建
成了。

乡村医生是个苦差事， 最苦就是出诊，
马福村有10个自然寨， 自然寨之间山高坡
陡，不通公路。但只要有病人喊，田蕊风雨无
阻、随叫随到。饿了，吃一个生红薯充饥，渴
了，喝几口小溪水又走；刮风下雨时，经常摔
得鼻青脸肿，爬起来，卷起裤腿，继续走。

这些年，经田蕊接生的孩子、接骨的村
民、送走的老人，不计其数。她也用一次次的
走访、夜诊和义诊，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

2010年，田蕊出任保靖县迁陵镇昂洞
卫生院院长。

“我刚来时，这里还只是一幢不到400
平方米的老旧危楼，可用病床仅4张，医疗
设备陈旧，就跟诊所差不多。之后我们联系
到香港沃土发展社， 决定与当地政府共同
出资重建这座慈善卫生院。”田蕊说。

2012年，新院在不破拆旧楼的前提下
开工，利用回收的青砖建造外墙，与当地土
家建筑风格相协调， 一条贯穿所有楼层的
无障碍坡道环绕而上， 内墙使用全镂空砖
墙，方便采光，天井内空地和屋顶天台设计
成公共活动区域……在阳光的照耀下，这
座设计独特的医院，满满的都是温馨。

荩荩（下转3版②）

廖声田 田育才

“黄龙洞不愧为5A级景区，不仅风景美，
人更美。 张家界之旅是我们一家人的快乐之
旅，也是人性体验之旅，更是传递社会正能量
的感悟之旅。”10月3日上午，来自西安的自驾
游游客黄智拿回自己失而复得的车钥匙后，
对景区工作人员的贴心服务称赞不已。

10月2日晚7时40分， 张家界黄龙洞景区
最后一批游客参观完后， 来自西安的黄智发
现车钥匙不见了。了解情况后，值班人员立即
重开洞门，打开灯光，先后到码头、船上、路
边、摄影点等处寻找，整整3个多小时，耗损电
费9000多元，最终无功而返。“虽然没找到，但
工作人员帮我们联系了住处， 表示会继续寻
找， 并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联系有可能拾到

钥匙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情景，黄智心怀
感激。

“车钥匙太重要了，昨晚我一夜都没有睡
着。”正当黄智准备买机票回西安取备用钥匙
时，10月3日一大早， 景区环卫人员毛善祥在
景区清扫垃圾时，发现了车钥匙，第一时间把
钥匙交给办公室。

“作为景区工作人员，经常会捡到游客的
钱包、车钥匙、手机等，一般都会及时上交办
公室或派出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面对记
者采访时，毛善详说。

张家界：风景美，人更美

湖南日报10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
“松树的风格， 正是陶铸同志品格的体现……”
10月3日，位于祁阳县潘市镇的陶铸故居前，30
多名游客正在聆听讲解员的讲述。不少游客在
留言簿上写下：“心灵洗礼之旅，不虚此行。”“学
习松树的风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永州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经全市普查，
中央党史研究院审定， 全市保存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的革命遗址117处， 还有陶铸故居、
李达故居等一批省级重点景区。近年，永州市
突出发展红色旅游，带动全域旅游发展。该市
紧紧围绕红色景区景点规划旅游线路， 使红

色旅游成为各条旅游线路的核心。同时，该市
不断丰富红色景区景点的内容， 向社会各界
征集红军和革命先烈等的文物和红色故事，
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修缮红色景点。 特别是今
年“十一”黄金周来临之际，该市加强红色景
区景点讲解员、现场工作人员培训，以更好地
服务各地游客。据该市有关部门统计，10月
1日至3日， 该市各红色景区景点接待游客40多
万人次，同比增长20%。

永州：红色游，看点多
湖南卫视《中秋之夜》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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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秋亮：青春与铺路架桥为伴

田蕊：最美年华献给土家山寨

跳起侗族舞
感受侗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