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全国4000多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对全世界

发出的政治宣言。

责任如山，初心如炬。根植华夏百年的中国银行，毅然扛起家国使命，积极

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在湖南21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在深度贫困的老少边穷

地区，千千万万中行人勠力同心、攻坚克难，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

担当，书写着一部国有大行助梦小康的壮丽篇章！

初心如炬照山乡初心如炬照山乡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用“心”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12月8 日，是个让邵阳县岩口铺镇金水村
村民们欢欣鼓舞的日子！

这一天，困扰了金水村几代人的用水问题
终于“破题”。随着自来水管网在村里全面拉
通，靠井水和岩洞水过活的村民们，即将告别

“靠天吃水”和“吃浑水”的日子。家家户户奔
走相告：缺水的“金水村”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

“金水村”！
像这样欢欣鼓舞的时刻，金水村今年还有

不少——新的村级综合服务平台落成，入户公
路拉通，第一批香柚挂果，10个娃儿考上大学、
创下了金水村的“历史纪录”……每一桩每一
件都让“金水人”扬眉吐气、铭记心头。

村民们动情地说，金水村从没有像今天这
样，对脱贫充满信心、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一
切，多亏了各级党委政府打了一场脱贫攻坚的
硬仗，多亏了对口扶贫单位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的用心帮扶、鼎力支持。

时间的指针拨回 2018 年 3 月 28 日，那是
省分行扶贫工作队进入金水村第一天。

队长邵斌带着队员邹刚、刘亚江、邹宗德
驱车赶赴村里。虽然来之前有了心理准备，但
眼前的景象仍让他们吃了一惊：没有一般农村
的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只有破烂的道路、漫天
的扬尘、破旧的房屋和困难的村民。

村干部告诉工作队，金水村作为深度贫困
村，和其他贫困村有所不同。

虽然交通便利，但县道老旧，砂石遍地，扬
尘四起，住在道路两侧的村民连窗户都不敢
开，村民们出行“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
同时，由于金水村土地贫瘠，种植用地紧张，人
均耕地仅0.6亩，人均林地仅1.1亩。

生产资料匮乏，基础条件落后，产业发展
不起来，村里经济“一穷二白”。家有青壮年劳
动力的纷纷外出打工，没有条件的只能在家中
清贫过日。不少贫困户大冬天还在睡竹板，吃
饭三顿不见菜，一家几口就挤在一间破烂的木
板房里……

这样的情形，让四个大男人湿润了眼眶。
他们暗自发誓：“一定要拔穷根、摘穷帽，让乡

亲们过上好日子！”
一个多月时间，他们走遍了村里的每一个

角落，访遍了每一户人家。为了把准信息，他
们走过深夜的坟地，淋过瓢泼的大雨，脚底走
脱了几层皮，做了几本厚厚的工作笔记。他们
认真筛选贫困户，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 83 户
298人；与村支两委反复商定《金水村三年发展
规划》，只为把钱花到“刀刃”上，把力使到“点
子”上。

湖南中行两任党委书记、行长高度重视对
口扶贫工作，制定相关制度、选派得力干部，做
好“后方保障”。特别是在扶贫资金不够的情
况下，全体员工自发捐款，确保扶贫资金按时
到位。

现任党委书记、行长刚履新不久，就来到
金水村给大家鼓劲加油，他说：定点扶贫工作
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湖南中行要举全行之
力，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全力以赴
支持金水村打赢脱贫攻坚战！

这样的重视、这样的期望，让扶贫队员坚
定了信心！他们迎难而上，以一往无前的姿态
奔走在扶贫战场！不获全胜誓不收兵！

脱贫攻坚关键在人。工作队员深知，金水
村能不能脱贫、会不会返贫，关键是要激发村
民们的斗志，发挥村支两委的“领头雁”作用。
金水村是2017年撤乡并镇时由原洋井村、竹
陂塘村、新田村合并而成的大村，如何让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以党建为引领，把基层党组织强固起来，
把党员凝聚起来，把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
力”激发出来。

为了加强班子建设，工作队找班子成员逐
个谈心，从支部建设入手，促进班子形成合
力。通过开展各种党建共建活动，唤起初心、
融洽感情。

工作队四名党员，从自身做起，不摆架子，
沉下身子，与村民同吃同住，帮老百姓干农活，
插秧、打禾、挖土、做菜、担谷子、挖红薯样样都
干。

优良的作风，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共同
的信念，让大家的心越走越近。

“我们都有一颗希望金水村越来越好的
心，这是凝心聚力的法宝。”工作队队长邵斌感
慨地说。支委成员陈学武过去为了养家糊口，
在外兼了两份工，邵斌找到他，“掏心窝子”讲
真话，直言不讳提建议。陈学武主动辞掉两份
谋生的工作，一心一意投入到村里的工作之
中。为了发展产业项目，金水村计划成立中金
种养农业合作社，陈学武二话不说勇担当，出
任法人代表，召集村里能人，带动村民们发展
产业。在中行的资金支持和牵线搭桥下，180
亩井冈山香柚种了起来。第一批柚子今年已

经挂果，明年就能产生收益。
“这个香柚品种相当好。”邵斌给我们算了

一笔账，按照最低市价 3 元每斤，一年也可收
益 27 万元。按合作社现在的收益分配方式，
股东占60%，贫困户30%，村集体占10%，也就
是说，贫困户一年可分得8万余元。

不止香柚项目，在村支两委和工作队带头
示范下，村里69个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凝聚
起村民们的强大合力，一件件大事提上日程，
一个个项目加速推进——

村部搬进了“新家”，穿上了“新衣”，村级
服务平台、支部五化建设加紧跟上，扶贫攻坚
有了更有力的“桥头堡”；

村里用好邵阳县“中国油茶之都”的优势，
扩建300亩油茶林，将贫困户陈平成等人的分
散油茶地进行资源整合，除油茶收益外，每亩
还可获得政府补助1500元；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完
善，在中行的帮扶下，金水村硬化村组道路
7.2 公里，通户路 4.5 公里，新修、维修水渠
5000米，新修机耕道4.5公里，维修防渗加固
山塘水库 8 口，“草改水”项目 250 亩，入户自
来水管网到户，村民们终于能喝上干净水，走
上幸福路；

村容村貌日益改善，20 个车箱式垃圾箱
成了卫生“小帮手”，180盏太阳能路灯明年就
能点亮村庄……

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的眼睛亮
了、心更齐了。金水村的脱贫之路越趟越宽、
越走越畅……

“扶贫没有什么捷径，只有用工
作队的‘奉献指数’，换取群众的‘幸
福指数’。”这是先后两次参与省分行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邹刚的感悟。

还记得 2019 年 6 月的一天晚
上，金水村突降暴雨。正和邹刚商量
工作的邵斌，想起青山岭水库坝底的
隐患，立即找到村支书陈爱国、村主
任陈志良商量对策。一支临时巡查
队迅速组建，村干部、村组小组长、工
作队每一个人都绷紧了弦。从晚上
8点到清晨5点，整整9个小时，四个
小组轮流在水库大坝的护坡上巡
查。暴雨淋湿了他们的衣裳，疲劳饥
饿考验着他们的耐力。直到天边泛
起微光，青山岭水库大坝终于渡过了
危险。

像这样的瞬间还有很多。在金
水村脱贫路上，急难险重的时刻，总
有工作队冲锋在前的身影；攻坚克难
的关头，总有他们不离不弃的坚守。
为了让金水村村民过上好日子，工作
队员们把扶贫大事当成“家事”,把贫
困乡亲当成“家人”，甚至为了金水村
这个“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

因为扶贫工作繁重，队员们不是
忙碌在贫困乡村里，就是奔波在跑项
目的途中。邵斌的女儿考大学，从头
至尾他没问过管过；邹刚的儿子正是
叛逆期，每每接到妻子的“求助电
话”，他只能晚上赶回去，第二天一大
早又赶回来；刘亚江的父亲病重，他
未能时刻守候床边，就连父亲去世，
也没赶上见最后一面；邹宗德妻子身
体欠佳，虽然家在邵阳市，但他很少
有时间回家照顾，有时周末也在村里
值班……这些辛酸，队员们藏在心
里，从未对人说起。

但是，金水村的村干部不会忘
记，为了让扶贫项目尽快落地，队员
们是如何四处奔波协调关系；金水村
的孩子们不会忘记，为了点燃大家的
文化理想，工作队的楹联家邹宗德是
如何用心组织对联知识讲座，不仅让
金水这个小山村、更让整个岩口铺镇

这个蒙学故里重新焕发传统文化教
育生机；金水村的老人们不会忘记，
为了弥补村里落后的医疗条件，工作
队是如何请来了隆回的两位医生到
村里给大家义务看病，让乡亲们也能
享受到专家的上门服务；金水村的贫
困户们更不会忘记，与 65 户贫困户
结成对子的湖南中行领导、干部，是
如何年复一年走村入户，送上慰问
金，解决他们的生活之忧；来自长沙
各个单位的爱心人士，又是如何在工
作队的感召下，冒着严寒酷暑来到金
水村开展爱心帮扶活动……中行对
口扶贫两年，让村民们难忘的事太多
太多了！

贫困户陈红花，一个寡妇带着五
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困难得揭不开
锅，在政府易地搬迁项目中，她好不容
易搬进了小楼房，却没有一件像样的
家具。工作队给她买来了床铺、送来
了肉菜牛奶，队长邵斌还把自己家里
的大彩电搬了过来，贺她乔迁之喜。

年仅六岁的小陈怡，从小就没了
妈妈，爸爸在外打工挣钱，只能把她
托付给叔爷爷。叔爷爷家连张像样
的床都没有，祖孙两人只能挤在一张
铺着稻草的竹板上。工作队的伯伯
们给她买来了新衣、新被子、新床铺
还有书包桌椅，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
望她，鼓励她努力学习、生活自立
……

在工作队的帮扶下，越来越多的
金水村村民重拾信心，燃起了生活的
希望。

现在的金水村，人心齐了，面貌
新了，产业有了，发展的劲头也更足
了！2019年11月24日，市扶贫办对
全市贫困村进行抽查，评价金水村是
公示板最规范、卫生最好，贫困户与
非贫困户最满意的村子。在邵阳县
委、县政府组织开展的 2019 年优秀
驻村帮扶工作队和先进个人评比中，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扶贫工作队被
评为优秀驻村帮扶工作队，扶贫队员
邹刚被评为先进个人。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我是一个小兵，愿
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扶贫事业
中去！”队长邵斌在他的扶贫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邵斌的表态，也是全体湖南中行人
的心声。为了“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中行扶贫的壮丽
篇章写在了对口扶贫的金水村，写在了广阔
的三湘大地上——

在第一个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对口扶
贫村石门县壶瓶山镇龙池河村，工作队一待
就是三年，他们带领乡亲们修公路、架桥梁、
壮产业、树新风，与乡亲们一道战天斗地，龙
池河不仅跳出了贫困榜，还成了小有名气的

“茶叶村”“旅游村”，被中国茶叶集团列为优
质原料供应基地。

在湘西中心村，队员贺建峰和其他扶贫
干部们一道，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即使在
工作途中不慎摔伤，左肩胛骨粉碎性骨折，落
下了病根，也不顾组织上的多次劝阻，不顾亲
朋好友的担心，继续坚守扶贫一线。正是有

了他们的坚守，中心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起来……

在炎陵县中村乡平乐村、在安仁县岩岭
村……在全省 44 个县市区 81 个贫困村，来
自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的83名驻村干部奋
战在扶贫一线，4 年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投入扶贫资金1431万元，帮扶成千上万名贫
困户走上脱贫致富路。

不止如此，中行的“金融活水”也流向老
少边穷地区，催放着“盐碱地”里的财富之
花。近年来，以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和个人脱贫为三大抓手，在贫困地
区高速公路、农村电网、水利设施、教育、医疗
以及农业特色产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个人
贷款等领域加大投放力度，各项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上半年，该行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46.32 亿元，较年初
新增6.12亿元，增幅15.22%，高于全行各项
贷款平均增幅。他们积极探索“银行+政府+
核心企业+农户”产业链金融扶贫模式、“银

行+政府+合作社+农户”的团体自助金融扶
贫模式、“银行+财政+保险+新型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的多位一体风险共担金融扶贫模式，
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通过产业扶贫的模式
真正地带动广大贫困户共同致富。开展普惠
金融服务下乡镇，为贫困人口设计并推广有
针对性的产品。

一个个感人故事，可歌可泣；一个个鲜活
数据，可赞可叹。

面对决胜全面小康的最后关键时刻，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的“扶贫战士”们越战越
勇。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吹响了扶贫的
冲刺号角，号召全体员工“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奋发砥砺的意志，扎实做好扶贫工作，完
成党赋予的神圣使命，实现中国银行作为一
个国有大行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担当”！

时代是出卷人，干部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我们相信，走过坎坷依然初心不渝的
中行人，必定能在脱贫攻坚的历史大考中，交
上一份精彩的答卷！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 亮出决心亮出决心

党旗飘飘党旗飘飘 凝聚人心凝聚人心

同舟共济同舟共济 交付真心交付真心

扶贫路上扶贫路上 永葆初心永葆初心

乔迁之日，贫困户陈红花一家收到扶贫队长邵斌从自

家搬来的大彩电，喜气洋洋搬新家。
中行走进金水村，结对帮扶暖人心。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心系金水村。

中行扶贫队员、楹联家邹宗德送课下乡。

扶贫队员们穿起皮鞋跑项目，卷起裤管下农田。

（本版文图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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