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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
敢叫荒山变青山

昨挂牌成立

最近来的人越来越多，
过不久来采摘的人会更
多。”望着成片硕果摇枝
的油桃，汤友芝乐了。
盱眙县桂五镇有一
个林山村， 但13年前，
那里并没有林子， 只是
光秃秃的乱石堆砌的高
岗， 汤友芝的到来改变
了这一切。 来的时候40
岁不到，现在已经50岁
出头，漫长的岁月里，汤
友芝与山为伴， 以梦为
马，让荒山变青山，实现
了绿色的梦想。

■淮海晚报记者
通讯员 何路青

晚报讯 5月16日，兴业银行淮安分行与淮
安市国土资源局携手在该行挂牌成立“不动产
登记便民服务点”。 今后，市民在该行的便民服
务点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同时， 可一并
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省去了在金融机构、
行政审批窗口之间的奔波之苦， 实现抵押登记
“
最多跑一次”。
据了解，以前，市民在商业银行办理不动产
抵押贷款业务后，要在银行人员的陪同下，携带
身份证件、银行贷款合同等资料，前往行政审批
窗口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耗时费力。 如
今，在银行“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银行可代
为接收、初审相关材料，国土部门可通过信息化
手段审核发证， 市民可一站式完成不动产抵押
登记业务。
“此次与国土部门的合作，既是资源共享，
也是强强联手，既是策应‘放管服’改革的必然
要求，也是优化民生服务的现实选择。 ”兴业银
行淮安分行行长薛敏说，该行“不动产登记便民
服务点”的成立，让广大群众和企业可以就近办
理不动产抵押类登记业务，避免多地奔波，并可
以更快获得贷款。 同时，也可以扩大银行办理不
动产抵押贷款的业务面，防范贷款风险，将实现
银行、登记机构和办事群众的三方共赢。 今后，
兴业银行淮安分行将充分发挥合作平台的作
用，不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让市民享受更加便
■淮海晚报记者 王荣
捷的金融服务。
通讯员 郭婧

江安
李珊

●造林模范其实是个“门外汉”
汤友芝身穿一套运动休
闲装，盘着长发，戴着眼镜，
在林山这座山上做事的人当
中， 目前她是唯一受过高等
教育的。
爬到林山的山顶放眼远
眺， 满眼的绿色令人心旷神
怡。 桂花、石楠、榉树……沿

着一条水泥路， 汤友芝边走
边介绍着林山上栽植的树
种，林林总总有十多个，总面
积达5000亩。 然而，2005年
之前， 这座高岗上找不到一
抹绿色， 乱石堆砌、 沙土裸
露。
出生在洪泽老子山的汤

友芝， 原本是宿迁市宿城区
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一次回乡途中， 得知盱眙
县有很多荒山向外承包，这
个消息让她久久难以平静。
“我是山里的姑娘，见不得山
荒在那里，怪可惜的。 ”敢想
敢做的汤友芝不顾家人的反

对，辞掉了工作，南下盱眙一
口气承包下5000亩荒山。
“我其实是个门外汉，不
懂的。 ”汤友芝说，来的头一
年就栽了跟头， 因为山体表
层土壤太浅，缺肥缺水，栽种
的2万株杨树苗长势不好，并
没有挣到钱。

块、松土、填土，轰轰烈烈的
“翻山计划”付诸实施了。 请
劳力干活那段时间， 汤友芝
总是背着一个小包山上山下
地跑，包里装的都是工资，早
上请人晚上就发工资。“
当时
小工是二十块一天， 收工时
就发。 ”汤友芝说，或许是得
不到信任， 不少人都觉得你
是一个外乡人， 指不定哪天
就做不下去了，“跑了， 找谁
要钱去？ ”
坚守和成效彻底改变了

村民们对汤友芝的看法，大
家伙不仅相信她，还佩服她。
十多年来， 为了让林山早日
披上绿装， 汤友芝付出了全
部的心血。“
在承包荒山的人
里面， 我是唯一一个住在山
上的人。 ”汤友芝的住处位于
半山腰，是一栋两层小楼。 在
此之前，她租住在农民家中。
这十多年来，她经历了脱发、
在山上摔断双腿的伤痛，所
有的付出只为让林山早一天
变绿。

划， 已经被盱眙县列为多业
态融合的文化创意休闲度假
区。 今年3月底，上海博鳌实
业、国昊文化旅游，深圳博得
创富投资公司来林山考察，
并与盱眙县签订了相关发展
协议。 按照规划，林山依山体
环境分成几个发展板块，包
括现代农业、 旅游休闲等多
种业态。 一幅以绿色为底色
的林山新发展图景已经徐徐

展开。
汤友芝说， 在林山生态
环境变好的同时， 村民们不
仅获得了从事农业和养殖业
带来的回报； 旅游休闲项目
启动后， 村民们还可以把农
家菜、 土特产带到度假区展
销。 小康路上，林山的变化是
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动诠释。

●她的
“翻山计划”几乎没人信
“这座山已经被我翻了
好几遍，最多的时候8台挖掘
机同时进山作业。 ”倔强的汤
友芝在栽杨树不成后， 没有
被困难吓倒， 而是提出了改
变山体土质的计划。 这一回，
连丈夫都觉得她“疯了”。
把5000亩山体翻一遍，
需要巨大的投入， 冒这么大
的风险， 吃那么多苦到底值
不值？ 在进退两难的关键时
候， 政策的支持给了她极大
的勇气。“政府来人了，可以

申请300万的植树造林资金，
我回到家跟老公讲这个事，
老公都不相信， 更不支持申
报那么多资金。 ”
林 山 村 共 有 村 民 1000
多人，汤友芝的“翻山计划”
村民们也不敢相信。“
有人就
说了， 我们村上千人难道都
不如你一个小女人。 ”汤友芝
说，林山荒废已经多年，一开
始没有人相信她能真的改变
一座山。
集中大石头、 清理小石

●有了青山就有了致富的银山
“大环境好了，一切都会
好！ ”汤友芝说，十多年来其
实是在做一件事， 那就是让
山变绿。 虽然只是一件事，但
投入超乎想象。 到今年，政府
和汤友芝累计在山上的投入
接近4000万元。 为了青山，
她个人贷款接近千万。
在林山的脚下， 汤友芝
已经建起了羊场，14排标准
化厂房里羊羔满圈。 在羊场，

兴业银行淮安分行
“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

工人们见到汤友芝都热情地
打招呼，采访时，记者看到一
位聋哑人特别憨厚地朝汤友
芝微笑点头。 汤友芝说，这小
家伙特别聪明， 因为担心在
外面工作受歧视， 就要来羊
场工作，包吃包住，月工资为
3300元。 目前，林山养殖场
共吸纳了40多人就业， 大部
分为当地村民。
林山有了系统的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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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

残疾人进社区
服务市民
晚报讯 磨刀、理发、测血糖、修钟表、修家
电、按摩……14日下午，清江浦区轮椅之星互助
社的30名残疾人志愿者走进富丽花园小区，为
居民提供免费服务。 5月19日是第二十八个“全
国助残日”，残疾人志愿者们用双手服务他人、回
馈社会，以这种方式迎接节日到来。
活动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小区居民，30名
残疾人志愿者各司其职忙碌起来。有的居民拿来
家里坏掉的闹钟，有的拿来钝掉的菜刀，还有的
拿来破损的衣服……志愿者们虽然忙得不可开
交，但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容，一边给市民服务，一
边同他们聊天、唠家常。
活动组织者许培林告诉记者，富丽花园是个
老小区， 住着不少老人，“
我们虽然身体残疾，但
通过努力都掌握了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赚钱
养家，反而是这些老年人，更需要别人的帮助。在
‘全国助残日’这样的节日，我们残疾人去帮助别
人，很有意义。 ”
现场一位70岁居民李奶奶告诉记者， 她是
来补衣服的，“衣服破了个洞，拉链也坏了，一直
舍不得扔，现在岁数大了眼睛看不见，自己没法
补，还好有他们，真的太感谢了。 ”不少市民也表
示，本来应该是被帮助的对象，反而来帮助他们，
这些残疾人志愿者们非
常不容易； 希望有更多
人关注残疾人群体，在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
够给予帮助。
■淮海晚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黄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