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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韩力初中毕业，为减轻
家里的负担，她主动选择上双牌县职业
技术学校，并坚持不要父母接送，每天拄
着拐杖上学。

从韩力家到小巷口，有一个陡坡，爬
上坡后，是一条店铺林立的繁华街道，而
快到双牌县职业技术学校时，又有一个
长达1公里的陡坡，这是韩力到双牌县职
业技术学校上学每天要走的路。这段路，
来回有6公里多。

最初，韩力拄着拐杖走在街上，自己
还觉得有些难为情。但后来她发现，人们
不但没有歧视她，还主动给她让路,关心
她、帮助她，她慢慢变得开朗自信起来。

龙海珍是韩力在双牌县职业技术学
校上学时的班主任，她印象中的韩力，阳
光自信，笑起来很可爱，同学们都叫她

“笑笑”。
2016年10月，龙海珍把学校要举办

“我的职业生涯规划”演讲比赛的消息告
诉全班同学，只有韩力一个人主动举手，
报名参赛。

比赛那天，韩力拄着拐杖，单腿一步
一步挪动着走上舞台。自信的演说，征服
了评委和同学们。

职高三年，韩力刻苦学习，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还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经常带
领和组织全班同学开展各种学习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坤林

去年12月20日，龙山县靛房镇山峰
村贫困户田万发来到村委会申请脱贫。

田万发曾不思上进，日子越过越穷。
2018年，驻村帮扶工作队鼓励他树立信
心，发展养殖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斗，
田万发真的“发”了。“存栏127头羊、7头
牛，去年全家收入超过7万元。”田万发说。

田万发是我省大力开展扶贫扶志的
一个缩影。脱贫攻坚以来，我省改进帮扶
方式，杜绝“保姆式”扶贫，通过实施正向
激励、加强技能培训等措施，破除贫困群
众“等靠要”思想，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长
久稳定脱贫。

改进帮扶方式，杜绝“保姆式”
扶贫

去年12月底，涟源市古塘乡申家村
贫困户康雄光的养鸡场顾客盈门。“每天
都有人来购买，2019 年收入超 4 万元。”
康雄光高兴地说。

康雄光曾因大闹村部而出名。2018
年，南华大学驻村帮扶工作队刚进驻申
家村，康雄光来到村部大闹一场，质疑帮
扶工作队员：“教书的，又没带什么钱来，
如何帮助我们脱贫？”

帮扶工作队引导他参加养殖培训
班，建起了养鸡场。2018年，康雄光纯收
入超3万元。

“扶贫先扶志，必须改变以往给钱给
物的帮扶方式，变‘干部干、群众看’为

‘干部群众一起干’。”南华大学驻申家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邹海贵说，此前，也曾有
工作队来申家村扶贫，主要是送钱送物。
可工作队一走，村民们又陷入了贫困。

改进帮扶方式。省扶贫办出台《关于

深入开展扶贫扶志扶智行动的实施意
见》，要求对低保、老弱病残、惠民政策规
定以外的贫困人口不再简单发钱发物，
杜绝“保姆式”扶贫。

大力开发河道清淤、环卫保洁、生态
护林员等就业扶贫特设岗位，支持贫困
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脱贫。全省已
有 6.9 万名贫困劳动力通过就业扶贫特
岗实现就业脱贫。

各地推广自建、自管、自营等方式，
鼓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投工投劳建设美
好家园。采取生产奖补、劳务补贴等方
式，组织和动员贫困群众参与乡村公益
工程建设和帮扶项目实施。去年，永顺县
贫困户向德仁仅通过参加村道建设和农
网改造，务工收入就超过8000元。

通过正向激励，激发内生动力

株洲市渌口区古岳峰镇白壁村贫困
户李明光以前有点懒。2018 年一季度，
在渌口区“脱贫立志、星级创建”活动中，
李明光只拿了 3 颗星。从当年二季度开
始，他积极发展生产，参与村里公益事务
等，最终获得了7颗星。

渌口区将诚信守法、团结友善、勤劳
上进等10项内容作为评星标准，探索实
施“脱贫立志、星级创建”机制，入选国务
院扶贫办编写的《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案
例选编》，在全国推广。

正向激励，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省扶贫办每月选取 20 名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典型人物，推出“脱贫攻坚群英
谱”，在主流媒体宣传推广；在全省开展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评选，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

在贫困乡村，大力开展“星级创新”
“文明家庭评选”等正向激励活动。每周推
出“脱贫攻坚光荣榜”，张榜公示脱贫攻坚
中的先进村民；通过脱贫攻坚“农民夜校”

“讲习所”“道德讲堂”等阵地，组织党员干
部、技术人员、致富带头人、脱贫模范等开
展扶志教育。请身边人讲述身边事。

上榜“脱贫攻坚群英谱”的湖南七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淑亭，身残
志坚，创办公司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城步苗族自治县贫困户黎相焱曾因腿部
残疾，自卑消沉，看了杨淑亭的事迹，大
受感动，树立信心，成功脱贫。

大力推广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
物品的“爱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帮扶做
法，倡树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

新晃侗族自治县华南村创办“垃圾
银行”，引导村民将烟头、纸箱等垃圾分
类整理，存进“垃圾银行”，一举破除了村
民乱扔垃圾的陋习。2019 年，华南村成
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加强技能培训，实现长久稳定
脱贫

“掌握一门技能，从此告别贫困。”省
扶贫办副主任黎仁寅说，我省通过加强
技能培训，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

劳动实现长久稳定脱贫。
按照“一户一门增收技术、一户一个

增收项目、一户一个产业工人”的目标，制
定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开设符合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特点的培训课程。2019年完
成贫困劳动力素质提升培训2.9万人。

组建51个科技专家服务团队，每年
选派 6000 余名科技特派员和“三区”科
技人才，深入乡村为贫困户提供技能培
训，确保每名贫困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
致富技能。

东安县井头圩镇蒋家园村贫困户周
二平因缺技术致贫，通过参加镇里举办的
养殖培训班，掌握了养殖技术，如今，不仅
脱了贫，还成了村里有名的养殖专业户。

深入推进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确定
30 所技工院校为我省技能脱贫重点院
校，对接51个贫困县实施帮扶专项计划。
实施“雨露计划”“同心温暖工程”“阳光工
程”等职业技能培训。去年，已累计开展农
村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6.23 万人次，对
贫困家庭“两后生”培训1.27万人次。

去年，我省专门出台《湖南省职业技
能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19- 2021
年）》，计划用 3 年的时间，面向企业职
工、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劳动力，大规模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51个贫困县园区
内企业的贫困劳动力，按现行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规定的补贴标准上浮
70%给予补贴，支持贫困群众学习掌握
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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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亮点 激发内生动力
杜绝“保姆式”扶贫

——湖南开展扶贫扶志综述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金李）今天，从建设银行湖南省
分行传来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行 2019 年全年累计投
放 贷 款 近 4000 亿 元 ，贷 款 余 额 达 到
5344.2 亿元；各项贷款新增迈上 600 亿
元台阶，达到 645.9 亿元，新增额创历史
新高。

过去这一年，湖南建行服务实体经
济，重点满足重大项目融资需求，支持了
临岳高速、长益高速、长沙市轨道交通、
怀邵衡铁路、黔张常铁路等项目建设；服
务外向型经济，共建招商引资合作平台，
以中非经贸博览会为契机助力“湘企出
海”，现场签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计
4.1亿美元。同时，湖南建行以“服务实体

经济市州行”活动实现省、市、县三级联
动，累计走访企业 200家、对接融资 560
亿元，通过调整还款期限、计息方式、债
务结构等方式，着力缓解优质民营企业
的短期困难。

在普惠金融领域，湖南建行深化与
税务、财政、工信等部门合作，通过系统
直连、数据共享、产品创新等方式，共同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9 年，该行普惠金融授信客户近 8 万
户，普惠贷款余额 437.5 亿元，较年初新
增 142.28 亿元，均领先同业。小微企业
贷款同比多增 36.4 亿元，较年初增幅达
66.7%，远高于“国有大行小微企业贷款
增长30%以上”的要求。

湖南建行还对接广阔的多层次金融
市场，发挥债券直接融资优势。2019 年
该行累计承销各类信用债券33只，金额
合计 154.21 亿元，承销数量、金额均位
列湖南市场第一。

湖南建行2019年新增贷款645.9亿元
创历史新高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邹辉 邹蝶嫩

“如果一所学校能藏龙卧虎的
话，作为校长，就得让龙腾起来、让
虎跳起来，充分发挥师生的积极性，
让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港湾。”2019
年 12月 31日，新化县枫林街道中心
学校校长谭康来在校长日记中写下
新年愿望。

从教师日记、班主任日记到校
长日记，谭康来39年如一日，坚持撰
写工作日记，记录每天的教学感悟。
这一大摞工作日记，每一本、每一页
都记载着这位一线教育工作者对学
生的深深情谊。

1980 年 9 月，18 岁的谭康来怀
揣着“教师梦”走上三尺讲台，先后
在新化十三中、上梅四小、新化十
五中工作，做过班主任、教研组长、
校长。

“每做一事，必成精品，件件
精品，样样一流。”这是谭康来 39
年教师生涯一直坚持的初心。

谭康来每到一所学校任职，都
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在新化县上梅
镇四小任校长期间，他首创小学语
文听力测试，运用国学对年轻教师
进行再教育，让教师对教学方法有
了全新认识。在新化十五中，他提出

“做儒雅教师、育文雅学生、建优雅
校园”的“三雅教育”理念，加强对师
资力量的培训，让“雅”文化走进校
园，新化十五中连续3年跻身全县中
考“十强学校”。他曾连续 18 年担任
班主任并执教初三语文、政治，教
学成绩稳居全县前列。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好的学习
思想与方法在学生的生命中延伸。
谭康来时常叮嘱自己：“宁可牺牲一
切，决不做误人子弟的庸师。”

19 年前，一位重才的领导发现
了这块教育基层的“金子”，劝他弃
教从政，并在镇政府为他安排适合
的职位。写好请调报告的谭康来，抬
头看到满屋的教学用书，回想起从
教以来的点点滴滴，以及学生们不
舍的目光，又亲手撕掉了请调报告。

“好好的机关干部不去做，非要
做教书匠。”有人说他太傻，他却淡
然：“我是一名教师，任何时候都不
能改变初心。”

2009 年秋天，甲型流感肆虐梅
山大地。为阻止流感侵入校园，时任
上梅四小校长的谭康来连续召开会
议，全面布置防控工作。巨大的压
力、超负荷运转，导致谭康来高血压
中风、脑溢血，在湘雅医院重症监护
室昏迷了3天3夜。

醒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学校工作怎么样了？学生的晨午检
坚持了吗？”陪护在他身边的妻子被
气出了眼泪：“你心里只有学校、学
生，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

中风病人难以康复，谭康来却
在1个半月后奇迹般康复了。心中牵
挂着学生，害怕耽搁教学工作，谭康
来一出院就回到了学校。他笑着回
忆：“一名教师，在塑造别人灵魂的
同时，也重新塑造了自己。”

多年来，谭康来获得“湖南爱岗
敬业好人”和新化县“十佳校长”、优
秀教师等荣誉，3 次蝉联上梅镇“名
校长”，但他最喜欢的，依然是学生
称呼他“谭老师”。

点评

一句“谭老师”，饱含着学生的
深情。谭康来明白这份感情的厚重，
对他来说，老师不仅仅是职业，更是
必须用生命来守护的初心。

唯有理想不灭，唯有信仰永恒。
谭康来正是用理想和信仰，“塑造别
人灵魂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自己”。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谭康来：

三尺讲台
一生情谊

谭康来。 邹娜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 月 1 日下午 5 时，娄底市高铁站，娄底
职业技术学院2019级电子商务班学生韩力，
拄着拐杖走出车站，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司机肖志军迎上前
去，将她接上车，送到学校。

前一天晚上，万顺叫车2020跨年晚会在
四川省成都市举行，韩力与帮助她的双牌县
出租车司机走上舞台，分享了一年多来的爱
心故事。

从 8名双牌爱心出租车司机无偿帮助韩
力，到娄底市出租车司机接力帮扶，再到韩力
本人成为一名志愿者努力回报社会，爱心的
接力棒，正在无数相识与未曾谋面的人之间
传递，温暖了整个社会。

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

她高位截肢一年后
重新走进课堂

1999年出生的韩力，是双牌县泷泊镇乌
鸦山村人。

韩力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父母韩长
伍、唐秋艳长期在双牌县城打零工，维持一家
人的生活。

去年12月31日，记者从双牌县城一个小
巷子往里走，再爬 6 层楼梯，来到韩力的家。
韩力一家在乌鸦山村的老房子，因为时间久
远失修，快要倒塌，已不能再住人。县城这套
房子，是韩力的父母在她 9 岁的时候借钱买
的。屋里极其简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贴
在墙上的数十张韩力和妹妹韩玉的奖状，是
客厅里唯一的装饰。

2015 年，韩力上初中三年级没多久，感
到左腿疼痛难忍。后来，被确诊为恶性骨肉
瘤，不得不做了高位截肢手术。

为给韩力治病，家里先后借债 20 多万
元。幸好，当地政府闻讯后大力扶持，爱心人
士积极开展募捐，让他们家渡过了难关。

手术后，韩力望着空空荡荡的左腿，情绪
十分低落。但她看到母亲憔悴的脸，得知家里
举债为她治病，懂事的她决定振作起来。

她拄着拐杖尝试做各种适应训练。一次
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经过顽强努力，韩
力不但生活实现自理，还能帮助父母做家务。

休学一年后，韩力重新走进课堂。

韩力去娄底市上学了，谁来做她的腿

呢？
2019 年 8 月 28 日一大早，接送韩力

一年多的双牌网约车司机许斌、潘顺森、
蒋辉阳、丁顺民，开车送韩力去娄底上学。

上午11时，他们4人驾车驶出娄底高
速公路出口时，只见一辆打着双闪灯的出
租车停在路边，一名男子站在车旁向他们
招手。这人是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娄底分公司经理李峻荣。

原来，前一天下午，李峻荣接到双牌
同行打来的电话，立即召集公司员工开
会，决定接过爱心接力棒，帮助韩力。

当天上午，李峻荣带着3名司机赶到
高速公路出口等候。当即把自己和肖志
军、黄伟科、曾青凤 3 名司机的手机号码
告诉韩力，互加微信，并承诺今后由他们
在娄底轮流免费接送韩力。

当天下午，韩力等来到娄底职业技术
学院，早已等在新生报到处的学校招生就
业处邓明亮老师，带领两名志愿者接过韩

力的行李，不到 10 分钟给她办好了入学
手续。

考虑到韩力的特殊情况，她所在的经
济管理学院安排青年志愿者李彩凤等人，
在生活上、学习上帮助、协助韩力。

一路感受着社会和学校温暖的韩力，
决心把爱心接力棒传递下去。

入学不久，韩力加入了学校团委青工
部和她所在的经管学院团总支青工部，担
任干事，为大家服务。她每次都早早到办
公室值班，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

去年9月11日，韩力加入娄底职业技
术学院团委“星星点灯”志愿者组织。她主
动参与了无偿献血等社会公益活动；到娄
底社会福利院看望残疾儿童，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教育孩子们正确面对人生，长大后
回报社会；到娄底市康复医院探望罗盛教
烈士的妹妹，与老人们谈心聊天……

面对未来，韩力说：“爱，让我成长，我
要把这份爱和关心不断传承下去，分享给
更多的人。”

2018 年 3 月 12 日,这是韩力牢记在

心里的一天。
当天清晨，快到上学时间，可是天公

不作美，大雨滂沱,再不走就要迟到了。爸
爸韩长伍急了，破例用手机预约了一趟网
约出租车。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破例的
一次“网约”，开启了韩力与万顺叫车公司
的司机之间一段感人的难解情缘。

当天来接韩力的，是深圳万顺叫车
永州分公司双牌服务站司机许斌。

路上许斌得知，韩力每天一个人拄
着拐杖往返上学，便主动加了她的微信。

让韩力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放学
时，她接到许斌的微信语音：“我是早上
送你上学的司机叔叔，我的车停在你们
学校门口，接你回家。”

许斌把韩力送到后，还扶着韩力走到
6楼的家门口，并告诉韩力，今后，自己会
每天接送她上学、回家。当时，韩力以为下
午也是父亲预约的网约车，而对方只是说
说而已。没想到回家后，父亲对此很惊讶，
因为下午他并没有预约网约车！

第二天早上 7 时，正准备出门的韩
力接到一条微信语音：“我是昨天送你上
学的司机叔叔，我的车停在你家楼下，接
你上学。”

从此，许斌每天早上 7 时、下午 5 时
30分，都会准时赶到韩力家楼下和学校
门口，无偿接送她上学、回家。

然而，许斌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黄
良跃、潘顺森等 7 名同公司的网约出租
车司机得知情况后，主动加入爱心队伍。
为此，大家还制订了排班表，轮流接送韩
力，他们对韩力说：我们就是你的“腿”。

从此，8 名司机严格遵守排班表，直
到韩力毕业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一次

“缺位”。有一次，有人要包许斌的出租车
到永州市办事，但当天轮到他接送韩力，
于是他委婉回绝了对方。

去年 1 月的一天，黄良跃一位多年
未见面的朋友想邀请他聚一下。但黄良
跃想到当天是他“值班”，还是一直到把
韩力接回家后，才抽空赴约。

深圳万顺叫车永州分公司总经理王
先锋也为韩力送上“大礼包”：“如果韩力
在永州上大学，每个周末我安排司机免
费接送。”他还承诺：韩力大学毕业后，欢
迎她到万顺叫车公司工作。

去年6月7日是高考的日子，当天韩
力乘坐许斌的出租车，自信地走进县二
中高考考点。最终，她被娄底职业技术学
院录取。

阳光自信，笑起来很可爱——

她是同学们眼中的“笑笑”

制订排班表，轮流接送——

8位司机再忙也没谁“缺位”

2019年12月29日，双牌县爱心出租车
司机黄良跃、蒋辉阳、许斌、潘顺森、丁顺民、
黄大国（从左至右），与韩力（中）到达成都东
站，准备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万顺叫车2020
跨年晚会。 王先锋 摄

到了娄底，我们来接力——

爱心在感动中被传递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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