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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吴晓华

他是军人出身， 上世纪80年代曾服役于
空军某部； 他是职业画家， 鲁迅艺术学院与
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才生。 当他站在面前时，
却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模样， 中等个子， 黝黑
的脸庞， 一口地道的益阳话。 他叫许国良，
2019年“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他独创艺术
扶贫模式， 在实现艺术、 人生、 事业升华的
同时， 画出了退伍军人最美的底色。

11月22日，面对记者的诧异，许国良说：
“要去扶贫，你的思维、语言以及容貌，都要融
入到农民、农村中去。”他认为，只要能帮到乡
亲们，他就很快乐。这既是善良的本性使然，
也有报恩的因素。他说，一个人，当你脱离了
贫困时，应该懂得感恩，回报社会。

他最初扶贫，是在2012年底。他与多名画
家去洞庭湖写生， 偶然踏入沅江市琼湖办事
处的莲花坳。那是一个四面环湖的岛屿，渔村
风光，上世纪70年代的红砖房与标语，蜿蜒的
小街， 自得其乐的渔民……多种元素糅合在
一起，形成了独特而又迷人的水乡文化。许国
良被震撼了！他与画家们经常往岛上跑，在那
里打造了“上能艺术空间”，把绘画、书法艺术

引入到这个千年小渔村， 并指导乡亲们开办
颇有艺术范的“渔家乐”。一时间，莲花坳名声
大噪，前来旅游观光的人络绎不绝。

尝到成功的喜悦后， 通过桃江县农业农
村局驻修山镇明灯山科技特派员苏伟的牵
线， 许国良带领书画家们投入到明灯山的扶
贫改造项目中。 苏伟说：“国良的水墨画很前
卫，可扶贫的文化理念很传统。”小溪流、青石
板、老土房、农耕小博物馆，传统农耕文化的
元素，被他一一“捡拾”出来，在苏伟的专业指
导下，发展活水养鱼、封山养猪与鸡、鱼虾稻
共生等绿色有机农业产业。村民资金不够，他
垫。需要石材等，他去运输。大学毕业生刘小
荣被他的行动所鼓舞，几年前毅然回乡创业，
一个集餐饮、有机农业、亲子教育、艺术熏陶
于一体的农耕文化体验园，即将竣工。许国良
说，做到这些，不是很难。要让乡亲们接受你
的观点并执行之，才是最难的事。为此，他坚
持了五六年。

资阳区张家塞乡富民村的扶贫经历，颇
让许国良引以为自豪。 他是去年被邀请去该
村的。 当时， 已有专家为富民村做了规划设
计， 但花钱不少， 特色不多， 脱贫致富又缺
乏可持续性。 许国良实地考察后， 雇人拖来

了一大卡车青石材。 村民们不解， 把大卡车
轰出了富民村。 许国良不气恼， 他做通了包
括村支书在内的几户村民的工作， 用青石材
砌水沟、小围墙，把庭前院子分隔为草坪、硬
化区、绿化带与菜心晾晒区， 辅以艺术造型，
活脱脱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艺术庭院”。“示
范”的作用是无穷的，村民们动心了，纷纷请
他去指导。 11月中旬， 益阳市有关领导去富
民村考察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 对此大
加赞赏。

许国良有更远的打算： 富民村有几千亩
地，盛产青菜，村民素有腌制菜心子、擦菜子
的传统。他“租借”可装100公斤的陶瓷坛子给
村民，签订协议，要求竹竿上晾晒、陶瓷坛子
腌制，他在市场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1元兜底
收购。村民们热情颇高，今年底计划“租借”
100只坛子，产量1万公斤。如果稳步发展，做
成产业，形成品牌，富民村的可持续发展，前
景光明。

7年的艺术扶贫路， 虽然辛苦却充满快
乐。 许国良说： 付出巨大， 但回报也非常可
观。 他是职业画家， 创作的灵感来自生活，
只有融入生活， 融入到这个时代， 才会产生
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精准扶贫在三湘

艺术扶贫 别有洞天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省市场监管局日前组织抽检
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水果制品等27大类食品
701批次样品。 根据食品相关标准检验和判
定， 其中692批次样品合格，9批次样品不合
格。

不合格样品包括：标称衡阳湘子泉水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湘子泉饮用纯净水；标称衡
阳市白水岭山泉水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白
水岭天然山泉水；怀化市鹤城区鲜甜源水果
店销售的，标称怀化市锦源山泉水厂生产的
九龙山泉包装饮用水；怀化市鹤城区好一多
便利店销售的，标称湖南省洪江市雪浪水厂
生产的雪峰水； 会同县野生茶叶店销售的，

标称湖南省会同瑞春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高山原叶金花茯茶、会同野生砖茶；长沙市
雨花区巨之龙食品商行销售的，标称湖南省
笑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豆皮；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亘立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老面原
味馒头、小馒头。经检验，上述样品有关项目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省市场监管局表示，对抽检中发现的不
合格食品，已责成长沙、衡阳、张家界、怀化等
市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开展处置工作， 依法
予以查处。 并要求责令有关食品生产经营者
查清产品流向， 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食品等
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
理。

湖南9批次食品样品抽检不合格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勇）今
天，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专题研讨班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开班。 来自汨罗市等地
的基层干部，走进大学课堂，聆听专家们为
期一周的授课，为落实《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规划》、推动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
“学习新技能”。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横跨湖南、 湖北两
省， 总面积6.05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2300多万人。

湖南省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宏在第一堂课上说，
以市场为纽带，“擦除”行政边界，促进经济
一体化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要
从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产业建设、洞庭品牌
建设、民生工程建设、人才工程建设等方面
发力， 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协调发展。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规划纲要》 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
总蓝图， 相关各级各部门应根据总蓝图的
要求，分步实施、久久为功，一张蓝图干到
底，高质量落实好国家战略。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专题研讨班开班

湖区基层干部聆听专家授课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辉 ） 日前， 永州市祁阳县赛尔
小镇商场， 党员工作人员、 商铺党员佩戴
着党徽， 主动在为商户、 顾客提供义务照
顾孩子等服务。 今年以来， 永州商圈市场
党组织， 积极引导广大党员深入开展“亮
身份、 亮承诺”、 贡献“金点子”、 认领
“微心愿” 等实践活动， 主动服务企业发
展和广大商户、 消费者， 大大激发商圈的
内生动力。

近年， 永州市以各地购物广场等为中
心， 带动周边商圈市场蓬勃发展， 成为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进城务工经商人员
聚居的区域。 如何在商户云集、 就业人员
密集的商圈市场跟进党建工作， 既做到
“全覆盖”， 又实现“党企双赢”？ 去年以
来， 该市税务、 城管、 市场监管等职能部

门安排1名党员同志担任专 （兼） 职委员，
市场监管部门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到商圈市
场担任党建指导员， 为在商圈市场内的党
员“建家”。 到目前， 全市共建成16个商
圈市场党总支 （党委）， 有效覆盖各领域
两新组织2600多家800余名共产党员。

各商圈市场党组织积极作为， 发挥桥
梁作用。 祁阳县赛尔小镇商圈市场党总支，
针对部分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帮助15家商
户向金融机构融资近百万元。 零陵区红星
美凯龙商圈市场党总支， 协调解决“途经
公交车少” “公共停车位少” 问题， 来商
场购物的人流量迅速增加。

引导商圈企业、 商户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和扶贫攻坚。 江永县电商街商圈市场党
委免费培训贫困户、 农村返乡青年等62期
3400余人， 农产品上线交易额破亿元。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通讯员 龚
剑 赵向花 ）今年以来，益阳市资阳区
人力资源市场以解决办事群众最关心
的“小问题”为抓手，完善各种便民措
施，切实提高办事群众的满意度。

强化内部协调， 探索办事流程再造。
对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的，由原来的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中心和
社保服务中心两个部门联合办理简化为
社保服务中心一个部门一站式办理。结合
“互联网+政务”，对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流
动人员档案管理等业务进一步精简办事
流程，减少办事环节，方便办事群众。

提升窗口服务质量与完善网上办事
服务平台信息并举。 该中心把业务素质
高、服务态度好、自身形象佳的工作人员
安排到一线窗口， 重点负责业务咨询、政
策解答等。不断完善网上办事服务平台信
息，真正实现让办事群众最多跑一趟。 为
更好地服务群众，该中心配置了2台电脑、
身份证读卡器等设备，免费为办事群众提
供查档、复印服务。

永州商圈市场党组织有作为
主动服务企业发展和广大商户、 消费者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用手机号码也能转账了，目
前湖南绝大多数银行已开通此项业务。 记
者今天获悉，省内商业银行推出“手机号码
支付”业务，用户只需输入对方手机号码、
姓名，就可以轻松实现转账。

传统的银行转账业务， 需要填写银行
账号、户名等信息，流程繁琐，影响用户体
验。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有关专家
介绍，“手机号码支付” 是依托网上支付跨
行清算系统（“超级网银”）推出的一项新业
务， 支持通过提供接收人手机号码自动关
联银行卡号完成跨行支付。

“手机号码支付”主要有两大特点：一
是便捷， 仅需提供接收人手机号码即可实

现支付转账；二是快速，通过人民银行“超
级网银”处理，实时完成跨行收付款，可实
现全天候服务。

如何开通“手机号码支付”业务？ 个人
用户通过开户银行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银行柜面， 将本人预留手机号码与常用银
行卡号关联绑定，即可开通。如果有多个手
机号，也可以用多个手机号码进行注册，但
一个手机号码只能被一个用户注册； 一个
手机号码可以关联多家银行的银行卡，但
在一家银行只可关联一张银行卡。

手机号码转账资金实时到账， 一笔最
多5万元。 针对用户关心的异地、跨行是否
收费等问题，省内银行人士介绍，目前银行
实行免费。

� � � � 银行推出“手机号码支付”业务，用户只需输入对方
手机号、姓名———

用手机号码就可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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