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 山区坡耕地的流转同样增收效果
好，安化县江南镇去年全镇近5000户农民流转
土地，户均纯收入2万元以上，比土地信托流转
前增加1万元左右。 参与土地流转的村民都说，
开展信托流转，感到最满意的是，土地有稳定
的租金保障， 还可以在自家地里打工赚钱，不
愁种田亏本歉收，不愁就业无门。

2、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土地信托流转，
把农民的承包地连片集中流转承包给公司和
大户经营，有效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与大
市场难以对接的矛盾，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
动生产力。 主要体现在“四个推进”：一是推进
了农业规模化。 草尾镇自2008年开展土地信托
流转以来， 形成经营1000亩以上的大户8户 ，
500亩以上的大户19户。 蔬菜经营大户艾青在
草尾镇立新村流转土地1170亩， 投资400万元
建设标准化大蒜种植基地， 并联系订单面积
5000亩，大蒜定点销往长沙市马王堆蔬菜批发
市场，每亩年产大蒜5000多公斤，纯收入1万元
左右。 二是推进了农业产业化。 益阳市通过土
地信托流转，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培育
壮大了粮食、蔬菜、黑茶等优势产业。 比如安化
县江南镇引进了三十九铺茶叶有限公司、白沙
溪茶厂、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十多家龙头
企业，开展信托流转，建起1000亩以上的茶叶
基地10多个，打造黑茶之乡。 华莱公司在该镇
马路新村投资450万元，流转土地1000多亩，建
设茶叶基地 ， 带动300多户农民人均年增收
3000多元。 沅江市种粮大户卢青年流转土地
5000多亩，并以卢青年米业公司为龙头 ，连片
发展优质稻9万多亩， 形成了以土地信托流转
为支撑的粮食产业链条。 三是推进了农业集约
化标准化。 土地流转促进资本、技术等要素积
聚，不仅增加了农业的综合效益，而且大幅提
高了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如大地农业有限公
司在草尾镇乐园村投入600多万元， 流转土地
1500多亩， 建立高标准反季节蔬菜大棚200多
个，对输出蔬菜进行就地质量安全检测，年生
产销售有机蔬菜13000多吨， 每亩纯收入比分
散生产经营高10多倍。 四是推进了农业机械
化。 凡是流转的成片土地都实现了机耕作业，
益阳全市2011年农机总动力比2009年提高了
12.8%。

3、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主要是“四个带
动”。一是带动了土地合理配置。一方面通过土

地连片流转和平整，促进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化
经营，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另一方面，
通过加快农民集中居住，实行城乡土地增减挂
钩，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的基础上增加了城镇
建设用地供应。 全市已有8个县（市、区）启动建
设13个农民集中居住区，可安置参与土地流转
的5800户农民，可平整土地4300多亩用于城乡
土地增减挂钩。 二是带动了资本下乡。 过去农
民种田，主要靠自己投入和国家补贴，低投入
导致低地力、低产出。 土地信托流转后，吸引了
企业、银行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大量资本投向农
业生产和农产品基地建设。 如2011年仅草尾镇
农业投入就达7500万元，是2008年的6倍。 其中
承租土地的企业和大户投入3000多万元，带动
金融机构投放2000多万元。 三是带动了农民进
城。 参加土地信托流转的农户，大部分青壮年
劳动力在城镇就业，有不少稳定的就业人员已
经在城镇安居。 目前，草尾镇有1/4的农户要求
到城镇居住。 四是带动产业向园区集中。 安化
县10年前规划了江南工业园区， 但由于人口
多，耕地少，分布散，基本没有企业入驻。 土地
流转后， 已有5家流转大户和企业在园区投资
建厂。 高马二溪、 梅山黑茶等企业分别投入
1800万元和2200万元进驻工业园。

4、促进了乡村和谐发展。 从调查情况看，
开展土地信托流转的乡村，出现了经济社会协
调、和谐的良好发展态势，文明程度明显提升。
主要体现在“四个新变化”。 一是乡村治理新变
化。 以前由于农民自发流转承包地，操作不规
范，土地纠纷较多，引发不稳定因素增多。 开展
土地信托流转后，乡村因势利导，强化流转引
导服务，因土地纠纷引发的矛盾少了，乡镇以
上土地纠纷2011年比2009年减少50%， 乡村治
安状况明显好转。 二是干群关系新变化。 在土
地信托流转中，乡村干部融入到群众中，讲政
策，讲法律，释疑解惑，排忧解难，进一步增进
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感情，群众对干部工作
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三是乡风文明新变化。 主
要是农民的素质提高了， 生活方式转变了，通
过外出务工经商和在本地参与现代农业生产
经营，现代意识、创业意识、市场意识、民主意
识普遍增强，职业技能普遍提高，大多掌握了
一技之长，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文化生活
丰富了， 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融入到农
村。 四是村容村貌新变化。 信托流转的大户和

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参与村里的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 全
市共有37家农业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公路 、桥
梁、绿化等公共事业。 如江南镇的庆阳村有两
座危桥，多年失修，涉及几百户农民的出行，承
包村里信托流转土地的佳镔碧源公司去年投
资20多万元重新修好两座桥。

做法
益阳土地信托流转，是在总结基层实践的

基础上进行的机制创新。 主要做法是：
1、以市场运作方式搭建政府平台。 土地信

托流转与自发流转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全程
介入。 政府设立土地流转中心，由乡镇注资成
立市场化的土地托管（信托）公司，公司经理由
乡镇长担任， 公司人员从乡镇所属单位抽调。
托管公司主要职责是， 承接农民的流转土地，
并签订土地信托合同，再将土地租赁给农业企
业或大户从事农业开发经营。 托管公司每年按
每亩10元钱的标准收取承租企业和大户的服
务费，服务费主要用于公司运转。 同时每年年
初收取承租企业或大户一年租金和等值的抵
押金，租金作为信托基本收益分两次支付给出
租土地的农户。 政府主动介入土地流转，使农
业企业或大户只需与政府一家直接打交道，就
能获得有较长承租权的流转土地，可以放心投
资、放心经营，农户也不用担风险，可以放心开
展土地信托流转。

2、以信托机制开展土地流转。 按照信托原
理，把土地流转与信托这种现代理财方式紧密
结合起来，依法规范农户、托管（信托）公司和
农业企业（大户）的责权利，既紧扣信托受人之
托、代人理财的本质，尽力实现农户这一委托
方的利益最大化，又尽力确保大户和企业的利
益，实现双赢。 主要从3个环节上进行土地信托
流转。 一是流进。 土地托管（信托）公司与农民
签订信托流转合同， 按每亩250公斤稻谷的市
场价支付信托基本收益， 从农户手中获得5年
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是整理。 托管（信托）
公司将拥有经营权的土地进行适当整理，调整
成片。三是流出。托管（信托）公司通过招标、竞
拍等方式，将整理后的土地按照与农民签订的
同样租金出租给大户和农业经营公司，并收取
每亩10元的服务费。

3、以确权颁证确保农民利益。 益阳市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
的精神，把农村土地的确权颁证作为开展信托
流转的一个前提，作为确保农民利益的一个关
键来抓。 县乡政府组织专门班子进行调研摸
底 ，登记造册 ，在乡镇颁发了规范的 “四证一
图”，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农村集体土
地使用权证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
民房屋产权证书和农村集体土地到户的权属
界线图（“鱼鳞图”）。 通过确权颁证，形成产权
清晰、权能明确、权益保障、流转顺畅、分配合
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目前，益阳全市正在
全面推进这项工作，已有3个镇5个村2820户村
民完成了确权颁证。

4、 以土地流转招商做大特色产业。 益阳
市各县市区以乡镇为平台， 把土地信托流转
与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 把
集中连片土地进行 “打包” 招商。 乡镇土地
信托流转公司建立土地流转档案和项目库 ，
定期将土地流转情况和产业发展情况， 通过
网络、 信息发布台、 宣传栏等向外发布 ， 引
进工商企业进驻， 承包土地， 开发基地， 建
设产业链。 至去年底， 全市流转土地13万多
亩， 引进各类企业126家， 重点发展了粮食 、
蔬菜、 黑茶、 水果、 苗木等产业。

5、 以试点示范推动土地有序流转。 为了
使土地信托流转按照依法、 自愿、 有偿的原
则健康有序推进， 益阳市注重先试点、 后示
范、 再逐步推广。 首先在土地流转基础较好
的沅江市草尾镇试点， 探索出一套积极稳妥、
操作性强的土地信托流转办法。 在总结草尾
镇做法经验的基础上， 在全市每个县市区选
择一个乡镇， 复制草尾镇模式进行示范 ， 并
开展土地信托流转培训。 从今年开始， 全市
扩大示范区域， 每个县市区选择3至5个乡镇
推行土地信托流转， 并根据各地实际， 对信
托流转的办法和机制进行完善。 现在土地信
托流转作为 “三农 ” 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
正在全市逐步推开。

启示
通过总结益阳市土地信托流转的做法和

经验， 我们有以下几点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 推进土地信托流转， 是切合农

村改革发展方向的创新之举。 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 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 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标志 ， 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极大解放了农村生
产力， 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是农
业农村保持三十多年快速稳定发展的动力源
泉。 但是， 随着工业化 、 城镇化的加快推进
和城乡统筹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一家一户的
小规模分散经营， 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 也不适应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趋势。 如何做到既保障农
民的土地权益， 又能促进农村生产力和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 是农村改革发展需要突破的
重大问题。 益阳市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
权长久不变的前提下， 强化基层政府引导和
服务作用， 运用市场运作的办法 ， 引入信托
这一新的理财方式， 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实现了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 推进了城乡统
筹， 为新阶段农村改革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子。

启示二：推进土地信托流转，是符合农民
利益和意愿的发展路径。 农民是农业发展的经
营主体，“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实践
表明，任何一项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只有维
护和发展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才能取得
成功。 益阳市开展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坚持依
法、自愿、有偿原则，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
不变、农民承包经营权不变、农用地属性不变，
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确保了农民
的土地权益，确保了农民增收，进一步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彰显了改革创新的强
大生命力。

启示三 ： 推进土地信托流转， 是值得推
广借鉴的成功模式。 近些年来 ， 在农村土地
流转方面， 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探索 ， 创造了
土地股份制、 土地合作社 、 土地银行 、 土地
流转服务中心等一些有效的流转方式 ， 对农
村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 益阳市从本地
的实际出发 ， 吸收了各地好的做法和经验 ，
引入新的理念， 创新土地信托流转方式 ， 更
好地规范了农民、 政府、 企业或大户等土地
流转各方的责权利， 特别是强化了基层政府
的作为， 从而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序
推进， 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因
此， 土地信托流转， 是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
发展实际、 符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现代农
业发展方向的一种新模式， 值得借鉴和推广。

（调研人员：贺安杰 张伟达 姚杰）

李安华告诉记者，百床馆设在桃源也寓有深意，因为这些床都
是“桃源工”的杰作。

“桃源工”源远流长。 其雕刻技艺起源新石器时代，发展于明
代，鼎盛在清代。

明朝时， 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朱祐枢封于常德。 1508年就藩
后，为修建王府，他从京城皇宫调集了大批能工巧匠，将精湛奢华
的宫廷营造艺术及雕刻技艺带入常德， 与桃源原有的民间雕技有
机融合，形成了具有常德地方特色的“桃源工”。 清初康乾盛世之
时，“桃源工”雕技达到顶峰，蜚声朝野，桃源工匠常被征召到京城
为皇宫所用，闻名世界的故宫，就有许多桃源能工巧匠的心血。

清灭亡后，这批工匠回到家乡，技艺在沅澧流域代代相传，精湛的
“桃源工”雕刻作品兼备皇宫贵族的大气与本地世俗生活的丰富多彩。

“桃源工”木雕秉承商、周陶刻及汉代砖雕的艺术精髓，大气中
不失精巧，粗犷中不失细腻；造型夸张而不空洞，线条简练而不简
单。 其山水，稍加点缀则意境深远；其人物，纵横几刀则神情兼备；
其花鸟，粗细相间则生动饱满；其走兽，略施刻画则栩栩如生……
雕刻技艺中的圆雕、浮雕、透雕、阴雕、镂空雕等各种刀法融为一
体。充分演绎了中国传统艺术中“计白当黑，以少胜多”的理念。 “桃
源工”是集与建筑、家居、文化传承有关的石雕、玉雕、木雕、竹雕等
雕刻工艺的简称，因沅水流域尤其是桃源县境内从业者众多，流传
历史悠久、艺术风格独特而得名。

床，作为最大件家具，凝聚着主人一生的理想、愿望以及对后
代的希望。家长渴望人类的一切福音均降至其家人身上，最恰当的
就是在床上体现。因此，人们对床的考究不亚于建房起屋。如此，就
让“桃源工”得到了技艺展示的另一个重要平台，也就有了“百床
馆”里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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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那扇木门，就是一个
床的世界，传统的床，说得更
具体点是“桃源雕花床”。

6月20日， 一百多张雕花
床展现在记者眼前，用“眼花
缭乱”、“惊叹不已” 等词是无
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听桃花源管理区百床馆
董事长李安华女士一番讲解，
“桃源雕花床” 是一个浓缩的
世界，百床馆里不仅“百床百
样景”，更是“一床一世界”。

李安华指着那张 “回廊人物床” 告诉记
者，这张床上面雕有一百零六个人物。

为什么是一百零六， 不是中国传统的一
百零八呢？

李安华笑笑：“加上睡在这张床上那对夫
妻。 ”

李安华说起了这床主人黄家的故事。 黄
家在明代就富甲一方， 主人要巡视自家的田
地， 骑着马从早晨开始， 要打着火把才能看
完。 其中，有一丘田大到一百零八亩，当地人
说，“黄家一大丘，生在九溪后；到底有多大，
十石零八斗。 ”说是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

有一天傍晚到黄家借宿。 黄家不仅热情接待，
而且第二天除不要房钱还打发了一袋子干
粮。 乾隆大喜，就说无以为谢，留把扇子作个
纪念， 日后你家如果有为难之事就拿着它找
衙门，那里有他的亲戚。 后来，另一个财主谋
取“百亩大丘”。 官司打到县里，衙门收了那个
财主的贿赂，准备把田判给那个财主。 眼看田
要易主，黄家情急之下，想起了这把扇子，就
将它翻了出来，送到县衙。 县官一看这扇，慌
忙俯伏在地， 三叩九磕。 官司自然是黄家胜
了。 黄家从这场官司中总结了处世经验：苍天
养人只是八分的，其余的靠自己积德行善。

黄家后来把这个故事“搬”上了床，让睡
在这张床上的子孙静夜看着床上的故事，记
住祖上的历史， 记住故事中寓有的道理。 因
此，这张床上雕刻的一百零六个人物中，有皇
帝出行的气派， 有衙门审案的威严……一切
都是官场故事。

与“回廊人物床”一样，每张床的雕花都
有着主人精神的寄托。 李安华指着 “选招驸
马”床介绍说，前牙板上雕的凤凰，凤（男）在
右，凰（女）在左。 两只鸟的细微区别，就在于
凰已展开翅膀，而凤却双翅紧合，似在“犹豫”
之中。 图中的信息是，“凰求凤”———女招郎。

浓
缩
的
世
界

︱
︱︱
﹃
百
床
馆
﹄
里
有
故
事

本
报
记
者
文
热
心
周
勇
军

李安华指着一张“宁波雕花床”告诉记者，这是国军悍将刘戡小妾睡过的
床。

刘戡在上个世纪“大名鼎鼎”，因为他死于1947 年国民党军队攻打延安的战
役中。他是桃源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徐向前元帅是同学。忻口会战中，他
曾率部歼灭日寇万余人，被誉为“杰出的抗日将领”。 1947年当上了国民党军整编
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后，他成为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先锋。在宜川战役中，其部被我西
北野战军全歼，刘引爆手榴弹自杀，毛泽东主席命令予以厚葬。

李安华告诉记者，刘戡是个孝子，自己长年征战在外，老母无人侍候，解决
矛盾的办法就是找个小妾留在桃源代自己尽孝。 这小妾本是湖南女师的一个
学生，大概是美女爱英雄之故，愿意到刘家做小。 虽然做小，但也得明媒正娶，
于是刘家也就精工打造了这张床。

这张床比起典型的“桃源雕花床”来，有几个特别之处，一是牙板上不完全
是雕花，而是在最显耀处镶嵌着41块玻璃，玻璃中是水墨画，内容是“孔融让
梨”，寓意很明确，“幼让大”、“晚尊长”；二是雕法精细秀美，比起桃源传统的刀
工来要显得细腻；三是只有“一进”，没有回廊等，是体现小妾与夫人的贵贱之
分，还是40年代雕花床的时尚？

李安华又指着一张“八仙同聚”床说，床的主人是一位张姓道长，所以床的
第一进雕的是明八仙，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何仙姑等；第二进是暗八仙，雕
的是八仙所执的法器。 传说，张道长91岁时，就是在这张床上“羽化登仙”的。

李安华告诉记者，这些床睡过许多有名人物，如那张堪称镇馆之宝的“隋和三
代”床，收自澧水流域黎姓人家的。 这黎家从清康熙年间至清末，出过四个“顶子”，
最大的官为礼部侍郎。 这张床，说它是“天下第一床”可以，说是一栋房也不差。 床
虽然也是三进，可里头分为“一大二小”，大的，当然是主人夫妇的，两旁两张小的，
是两个孙子睡的。 这张床，是20名工匠花3年时间才打造出来的。

李安华说，每张床都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
蕴含在床的造型、结构中，但更主要体现在雕刻的内容中。 一个图
腾一个意境，一组雕刻一个故事：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蟠桃寓意
着长寿健康；麒麟是贤才有德的图解，牡丹象征着富贵吉祥；花瓶
取平（瓶）安的谐音，蝙蝠取其福（蝠）的谐音，鹿儿取其有禄（鹿）的
谐音；喜鹊含梅则隐含着喜从天降、喜入家来的企盼。将神话传说、
历史典故、生活场景等，采用比喻关联、寓意双关、谐音取意等形
式，通过雕刻的工艺手法搬进日常生活，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生活
艺术化了，艺术也就实用化了。

最能体现这种传统文化传承的就是那张“隋和三代”床。 民间有
上、中、下各管三代，“数字暗合九，帝王将相紧随后”之说。 因此，“隋
和三代”四字镶嵌在第二层主牙子梅、兰、竹、菊四君子中。前层，主牙
板“子主题”和“鹿鹤同春”，上下各有一鹿一鹤，寓意主人长生不老，
福、禄、寿俱全；一对雄狮把守着床的大门，为主人祛灾镇邪；主牙板
上雕的是人物———达贵官人聚集一堂，应是在谈古论今。 第二层，摸
门主板的雕刻是“魁星点斗”，寓意后人科举及第；双佛坐在竹节摸门
柱上，寓意菩萨保佑黎家后代节节高升；前层两头28只蝙蝠飞舞在花
格之上，八尊形态各异的门神守护；两块扇面雕刻着长辈给后人“设
定”的成长轨迹———读书吟诗。内层，左右各有一张小床，刻着精美的
石榴、佛手、喜鹊、瑞兽和四季花卉；大床内层牙子，雕有“喜上眉梢”
的图案，图案的元素中的蝠、鹿、鹤、鹊均为双数，寓意福、禄、寿、喜双
份双至。 特别是床的前檐顶上两头各有一轿顶，两角双凤展翅，中间
鲤鱼跃龙门，四大金刚把守四方，寓意着黎家子孙均具有“龙生虎养
凤遮阴”。

“隋和三代”床因“姓官”，也就尽量把“好话”往上面堆，而民间
其他做床的人家“财、势、气”总不如黎家全，上面的雕刻也就只能
“突出重点”了，也就形成了名称各异的雕花床。 李安华告诉记者，
按照雕花内容，床承载的文化大致可分为：

忠孝节义类：“乳姑不怠”寓孝，“千里护嫂”寓忠，“三修三请”、
“蒙正迎妻”、“平贵回窑”等寓节；“三英战吕布”寓义，目的是注重
于对后人进行道德品行、诚信等方面的启迪和教育。

励志成才类：“一路连科”， 寓意连连登科及第；“连中三元”寓
连续考中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马上封侯”，寓意加官晋爵即
刻来临；“魁星点斗”，寓意仙人指点入仕途……为的是鼓励后人好
好读书，做官做府。

和睦多子类：葡萄串、葫芦、石榴、蝙蝠等，寓意多子多福；“富
贵白头”———寓意恩爱一生， 富贵到老；“鸾凤和鸣”———寓意婚姻
美满，恩爱幸福；“鸳鸯合气”———寓意夫妻和睦，相亲相爱。

儒雅家风类：“琴棋书画”，以琴、棋、书、画为主图案 ，寓意高
雅、多才，这种床的主人一定是文人雅士；“梅兰竹菊”，以梅、兰、
竹、菊为主图案，寓意高尚品行，主人一定是注重自我修养的人；
“岁寒三友”，以松、竹、梅三种不畏严寒的植物构成图案，多为文人
自勉自励所用，喻坚忍不拔，也有象征友谊的意义；“一品清廉”，主
图案为青莲，寓意为官清正，出污泥而不染等。

此外，还有福寿延年类、富贵祥和类等。

每一张床都有寄托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每一张床都有来历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每一张床都是文化的载体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每一张床都是“桃源工”的杰作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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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馆里的百床景。

“桃源工 ”代表作———镂空
雕花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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