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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蒋智慧被邵阳县黄塘乡
塘仁村的家乡人“批”为“不孝子”。听到
这一评论，蒋智慧不仅没有生气，还说乡
亲们“骂得对”。直至9月23日，他对记者
讲起85岁高龄的老父亲的一段经历，还
是眼含泪水，愧疚不已。

原来，9月11日下午，蒋智慧的老父
亲独自提着篮子，爬到塘仁村的山上采
野生菌。因为老人原来独自出去过，在家
的兄嫂就没有放在心上。当天20时许，
天大黑了，老父亲还没回来，兄嫂才意识
到老人可能在山上发生了意外。

老兄打电话给蒋智慧，告知这一情
况。此时，蒋智慧正在城步苗族自治县汀
坪乡龙塘村整理扶贫资料。他是市财政
局、市交通局、城步交警大队驻龙塘村联
合帮扶工作队队长，也是龙塘村的第一
书记。龙塘村地处湘桂边界，距老家塘仁
村255公里，有4小时车程。

接到老兄的电话后，蒋智慧心急如
焚，请求老兄马上组织人员上山找老人。

蒋智慧是从2018年9月开始驻龙塘
村的，这个省界村基础设施差，经济发展
条件薄弱，村民收入低。驻村后，工作队
工作任务繁重，队员们整天忙于工作，根
本无暇顾及家人。蒋智慧驻村一年多来，
只回过老家两三次。想到对老人的亏欠，
他有些心酸。这次老人出了状况，他只能
干着急，手握电话等待老兄的消息。

过了一会儿，蒋智慧通过电话了解
到，老兄已紧急发动在家的青年“踩山”，
邻村的朋友也参与其中。数十人打着手
电、举着火把，沿着老人可能去的地方进
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山中树木茂盛，杂草
荆棘丛生，热心的“踩山”人员克服重重
困难，分成十多个小队仔细找寻老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深了，还是
没有老父亲的消息。也许是太过心急，也
许是过于担心，老兄几次打电话过来责
备蒋智慧，要他赶紧租车回家，一起上山
找父亲，“你回来哪怕是对老人家尽最后
一点孝道也好。”蒋智慧连忙解释：“现在
正是城步脱贫摘帽的关键时期，每天都
要加班忙工作，我根本没时间回家，只有
请您理解，请您多想办法找老父亲了！”
话虽这么说，蒋智慧心里却很痛：这个时
候了，老父亲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山里有
野兽有蛇，老人一定又饿又渴……他在
心里默念着，祈祷父亲平安。

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在驻村的谭金
彪、谭学群、肖尊谊以及村干部都非常
着急，多次催促并提出要马上送蒋智
慧回家找老人，“村里工作，我们来帮
你分担”。但是，蒋智慧坚持留在村里
等消息，“家里人都在找，多我一个去找，
也没多大用，况且村里还有这么多工作
要做……”同甘共苦的队员们都有点怪
他，说他“心太硬”。

次日凌晨 2 时许，搜山人员还是没
有找到老人。无奈，他们只好撤下山来。

蒋智慧是军人出身，在外人看来“心
太硬”。事实上，整整一个晚上他一直牵挂
着老父亲，想象老父亲在山里被蚊虫叮咬
的情景，想象老父亲遇难的情景，默默留
着泪，一夜未眠。他甚至出现幻觉：双臂插
上翅膀，瞬间飞往父亲身边，救出老人。

正在蒋智慧睁着眼睛等天明时，9
月12日拂晓时分，他接到老兄传来的消
息：老父亲刚才拄着棍子，连滚带爬，满
身伤痕回家了！真是万幸！

听到这个好消息，蒋智慧激动得几
乎跳了起来。这个晚上的几个小时，对他
来说，是何等的痛苦与煎熬啊！老父亲没
事了，蒋智慧想马上飞到老人身边，想去
看看老人，安慰老人，询问老人在山里的
那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但“心硬”的他
仍早早来到工作岗位，开始一天的忙碌。
直到9月15日，周日，他才赶回去看望老
父亲，当晚又火急火燎地赶回龙塘村。

在旁人眼中，蒋智慧就是这样一位
心硬如磐石的“硬汉子”。作为一名扶贫
队员，他舍弃了对老父亲的孝，却做到了
对扶贫事业的忠。

蒋智慧：家中“不孝子”扶贫“硬汉子”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邵阳日报讯（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石颂军 刘潇） 10月
7 日 10 时许，一场精彩纷呈的
舞狮表演拉开了新邵县陈家
坊镇富阳村“喜庆国庆 爱在
重阳”文艺表演的序幕。在这
个省级“同心美丽乡村”，村

“两委”已连续7年于重阳节为
老人们组织文艺演出并发放
慰问金。

当天的文艺演出既有村民
们自导自演的小品和歌舞，又

有杂技演员带来的压轴绝技。
台上热闹纷呈，台下欢声笑语。

“村中老人有抗战老兵，也
有自己带粮参加四化建设的普
通老人。得益于他们的无私付
出，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富阳村党支部书记石红叶
告诉记者，村“两委”举办重阳
节活动的初衷就是为了感谢老
一辈的辛劳付出，教育下一代
牢记历史，让敬老爱老助老蔚
然成风、代代传承。

“敬老花”香飘富阳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安志华） 10月6日，
地处湘桂边界的城步苗族自治
县汀坪乡蓬瀛村举行重阳节敬
老爱老文艺演出，村里81名老
年人欢聚一堂，兴致勃勃地观
看了演出。“村里每年这个时候
请我们看戏吃饭，比过年还热
闹！”该村 97 岁的阳秀姑老人
乐呵呵地说。

当天的文艺演出由蓬瀛村
二胡演奏队、广场舞队自编自
导，城步苗家乐艺术团倾情
义演，苗族嫁女歌《哩郎令》
等13个特色节目精彩纷呈。
演出结束后，该村20多名青

年志愿者将老人们接到村里一
家农家乐喝油茶、对山歌、吃午
餐、话发展。

蓬瀛村山清水秀、民风淳
朴，是湖南省“百岁老人健康
村”。为大力营造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良好氛围，该村组建
了老年协会、二胡演奏队等，
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每年组织老年人体检，并
已连续3年举办重阳节敬老爱
老活动。

“长寿村”敬老情浓

金秋时节，阳光明媚，为深入贯彻
全省农信系统改革与发展大会精神，
武冈农商银行组织开展“党建共创、金
融普惠”知识大讲堂活动，深入各乡镇
（街道）村（社区）为群众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宣讲。

为了确保金融知识大讲堂的宣讲效
果，武冈农商银行在“党建共创、金融普
惠”行动要求的基础上，围绕“两扫五进”

“访客户、问需求、优服务”“两促两进”
“同心圆”等活动进行了优化升级，从辖
内33个网点及机关部室中选拔了15位
宣讲员，按片区分成5支小分队，针对不
同受众群体准备特色各异的宣讲内容，
为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解决金融需
求、宣传金融产品。

在湾头桥镇山青村的党员活动室
内，武冈农商银行宣讲小分队成员为大
家播放了新、旧版人民币对比视频，现场
拿出新版人民币指出其与旧版人民币的

不同之处，并从反诈骗、反套路贷、反洗
钱、珍爱个人征信等方面入手，用生动的
PPT辅以丰富的案例，为在场的群众讲
解相关金融知识。现场举办的有奖竞答
等互动环节，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到高
潮，也让参与活动的群众对所宣讲的金
融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据了解，自今年开展“党建共创、金
融普惠”行动以来，武冈农商银行党委、
基层党支部积极与各乡镇（街道）党委、
村（社区）支委建立共联共创共建合作机
制，签订“党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合作
协议书，成立党建联盟，加强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同促进党建工
作落实，助推“三农”经济发展。截至9月
底，该行已经与 18 个乡镇（街
道）党委、247个村（社区）党支
部签订了共建合作协议。

与此同时，武冈农商银行

以“乡村振兴、诚信先行”暨金融普惠网
格化评级授信活动为抓手，对武冈市辖
内 315 个行政村实行走访授信、业务、
全员营销“三个全覆盖”，全方位了解

“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服务需求，切实解
决农民生产、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的资
金需求和金融需求问题，精准地加大金
融服务和信贷支持力度，全面助力诚信
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真正实
现城乡金融服务全覆盖。截至 9 月末，
已 累 计 走 访 5870 户 ，开 展 评 级 授 信
1630户，发放贷款700余万元。

武冈农商银行负责人表示，该行将
进一步丰富“党建共创、金融普惠”知识
大讲堂的内涵，将其流程标准化、内容精
细化、课件贴心化、讲解本地化、人员专
业化，通过多种形式的宣讲活动帮助当
地群众了解和掌握更多金融知识及金融
信息；将坚持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忘
服务“三农”初心，经常下农村、虚心学农
业、真情爱农民，真正把农商银行办成老
百姓信得过的良心银行、放心银行、贴心
银行，建设成为有温度的百姓银行。

武冈农商银行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真情无限为“三农”
宁 煜 夏毅泉 张淳琳 王洪升

邵 阳 日 报 讯
（通讯员 杨坚 汤志
伟） 为确保国庆期
间辖区内平安稳定，
排除各类安全隐患，
有效遏制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新宁县公安
局 出 动 警 力 470 余
人，对全县 KTV、网
吧、洗浴场等娱乐服
务场所展开国庆安保
维稳统一清查行动。

此 次 行 动 共 清
查娱乐服务场所 126
余处，排查人员 1000
余人，抓获在逃人员
1 名，刑事拘留 1 人；
查处涉毒人员 3 人，
行政拘留 2 人，强制

隔离戒毒1 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25起，其中酒驾14人。

在此次清查行动期间，黄龙派出
所经过缜密摸排，得知涉嫌强奸的在
逃人员蒋某在国庆期间潜逃回黄龙镇
家中，立即组织警力赶赴蒋某家附近。
经过2 个小时的蹲守，蒋某骑车刚到
家门前，所长刘军立即带领民警辅警
上前进行围捕，蒋某束手就擒。目前，
蒋某因涉嫌强奸罪被新宁县公安局依
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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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后，‘输
血式扶贫’和‘造血式扶贫’双管齐
下，我村建档立卡贫困户84户324
人已有80户315人脱贫，全村贫困
发生率从 30.7%降到 0.85%……”
上月中旬，国家民委港澳台办副主
任兰海滨一行到新邵县坪上镇小
河村考察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驻村帮扶工作，该村党支部
书记刘泽荣高兴地介绍了精准扶
贫给村里带来的巨大变化。

小河村是省级深度贫困村。
去年 3 月，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该村后，坚
持“输血救济”和“造血自救”相结
合的扶贫方式，打造“合作社+贫
困户”扶贫致富平台，成立金小河
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以稳步提
升村集体和贫困户收入。

帮扶过程中，工作队针对小
河村地势较高而耕地较少的现状，
着手开发收益稳、持续时间长的
60千瓦农光互补发电项目，现已
并网发电，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5
万元纯收入。该村出产的“小河野
生茶”今年通过国家“中小叶工夫
红茶一级”检测，被纳入国家民委

外事礼品采购名录，并受邀参加今
年8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中医药
服务贸易大会。目前，“小河野生
茶”订单源源不断，预计年产值可
达150万元。工作队还发动村民栽
种黑木耳4万余棒，后续将增加至
7万棒，精心打造纯天然、无污染
的“小河黑木耳”，由国网湖南省电
力公司员工食堂与小河村建立长
期定向采购农副产品合作机制，深
化产销对接，促进消费扶贫。

此外，在工作队的帮助和支
持下，该村建设了集茶叶、木耳加
工及储存等为一体的“扶贫车
间”，今年来已帮助 58 名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工作队还通过“国
网湖南电力”和“小河村脱贫攻
坚”微信公众号展示当地秀美风
光和特色风土人情，推广小河野
生茶、黑木耳等特色产品，实现消
费扶贫和旅游扶贫有机结合。今
年“五一”以来，带动小河野生茶、
农家乐等消费数十万元，助当地
群众脱贫增收。

扶贫“输血”“造血”双管齐下，贫困发生率从

30.7%降至0.85%

小河村脱贫攻坚迈出大步子
邵阳日报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宾逊尼 马 超

国庆前夕，邵阳农商银行组织干部职工来到联点帮扶村
——邵阳县黄荆乡青山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并结合“党建共
创、金融普惠”行动，以送电影下乡的方式向村民普及金融知识。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文春艳 摄影报道

连日来，一个由北京邵阳企业商会组织拍摄的国庆“快闪”视频——《祖
国您好》，在北京、邵阳等地的微信群、QQ群和微信朋友圈里广泛传播。10月
5日，北京邵阳企业商会组织邵商代表在北京中华文化园发起爱国歌曲“快
闪”拍摄活动，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图为邵阳籍青年歌手曾勇领唱歌曲《海
国图志》。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林镁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