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靖方

杨国荣，今年49岁，是新晃侗族自
治县步头降苗族自治乡邮政支局的一
名乡邮员。

步头降乡有一座海拔1136米的高
山，叫天雷山。 天雷山山高坡陡、沟壑纵
横，交通极其不便。 当地苗家人有句话
叫：“天雷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弯腰，
马过要下鞍。 ”

2001年，杨国荣成为乡邮政支局的
一名乡邮员。 此后13年，他始终坚持做
大山里“绿色信鸽”，每日行走在天雷山
的崎岖山道上。 没通乡村公路前，邮件
用扁担挑，邮路用双脚走，苗家人称赞
他“一根铁扁担，挑来万家欢”。

邮递员的职责就是及时将用户的
报纸、信件、包裹收发到位。 为了履行这
份看似普通的责任， 从上岗第一天
起———邮路，便成了杨国荣心中一道神
圣的使命。

2008年临近年关的时候，全省遭遇
持续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 百年难遇
的大冰冻封了天雷山， 道路全部中断，
路上行人绝迹。

此时却来了几个天雷山林场的包
裹和10多张汇款单， 还有一大捆报刊，
怎么办？

杨国荣习惯性地整理好邮包，准备
出门。 同事们都劝阻他不要去，太危险！
可他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哪怕
是步行，我也得送去！ ”在他心里，这些
包裹说不定是寄给在家父母儿女过年
的钱物，不能耽误。

他找来拐棍，用草绳将鞋子捆扎好
防滑，把邮包一层层封好防水，驮在肩
上，便出发了。

往日崎岖的山道此时犹如镜面。 杨
国荣从上午8点开始， 一步三滑爬山越
岭，摔倒起来，起来又摔倒，几十公斤的
邮包，27公里邮路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

下午1时， 又冷又饿的杨国荣终于
到达林场。 看到收到包裹和汇款后乡亲

们掩饰不住的惊喜， 杨国荣
深深明白———今天做的事情
意义非凡。

投递工作平凡， 但的确
很重要，一封信一颗心，一份
报一片情。

2010年3月，邮局收到从
香港寄来的一封平信， 收信
地址是新晃步头降乡吴德胜
收。查遍全乡14个村，都没有
吴德胜。 按惯例，地址不详可
以退回。 但杨国荣意识到，这
有可能是一封寻根问祖的

信，不能轻易断了。
杨国荣挨家挨户走访一个多月，终

于打听到怀口村有个已去世30多年的人
叫吴德胜，有个儿子叫吴必胜。杨国荣立
即赶到吴必胜家，把信交给他。 当时，当
事人不屑地说：“我父亲都死了30年啦！
鬼才写信给他！ ”

杨国荣叫他先打开看看，当他打开
后立即变得激动起来。 原来，这封信是
他离散多年的姑妈写来的，他的姑妈从
小给人当童养媳，后来去了香港，她日
日渴望能回故乡。

杨国荣辗转送达的这封信，终于圆
了老人的回乡梦。 这也让他倍感欣慰。

10多年里，为投递上百封地址不详

的信件， 杨国荣打听询问上千人次，足
迹踏遍天雷山的沟沟壑壑， 让100多封
疑难“死信”变成“活信”。 在天雷山的邮
路上，他日行65公里，总行程30多万公
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行走7圈半。

山间的邮路总是遥远而艰辛。 但只
要怀着感恩之心，主动担当责任，就能获
得勇气和力量，杨国荣有颗金子般的心。

步头降乡是特困乡，乡里大部分青
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留守孤寡老人特别
多。

2006年的一天， 杨国荣送邮件时，
看见一位老人， 一手提着一小桶水，一
手拿着棍子探路，走走停停坐在路边喘
气。

他上前询问，才知道这是姑巴村圹
坎组70多岁的“五保”老人杨爱英。她30
多岁守寡，唯一的儿子2004年因车祸去
世，老人因此哭瞎了双眼。 得知情况，杨
国荣当场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留给老
人。第二天买来100多米塑料管，为老人
接上自来水；每3天看望一次，送上生活
必需品，8年从未间断。

13年里， 杨国荣利用职业便利，为
村民上门讲解农业新品种和种养技术，
帮助上百户苗族同胞脱贫。 这几年，他
还用摩托车每年给苗民送化肥20多吨、
种子2000多公斤、农药4000余瓶，把邮
路当成了帮扶苗家脱贫致富路。

杨国荣，天雷山上的“绿色信鸽”，
长年累月，不但在传递邮件，还在传递
真情，传递爱心。

杨国荣始终如一，也赢得了社会的
广泛尊重，他先后被评为湖南省爱心邮
路先进个人、 湖南省敬业奉献模范、全
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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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原来3亩多地，换一种经营方
式，收入神奇般地翻了几番!”初春，长沙
县果园镇双河村村民黄健拨打着算盘，
喜笑颜开。

去年， 他将3亩承包地交给村里的
浔龙河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打
理， 每年每亩按300公斤稻谷收购价收
取租金。 同时，他还在公司当上了“农业
工人”，每月有固定工资。 算下来，同样
是3亩地，同样是在地里摸爬滚打，一年
收入却可达4万元，比以前多得多。

这种经营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要说
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也就是说，
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农户把自
己承包村集体的部分或全部土地，以一
定的条件流转给第三方经营。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为什么会有
这么神奇的效果？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农村
土地经营权流转也是农民自己的创造。
农村改革30多年来， 通过两轮土地承
包，我省95%的农户承包到了土地，97%
的耕地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 但随着形
势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从“分 ”的方面来
讲， 农民在市场的主体地位很脆弱，与
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不相适应；从“统”
的方面来看 ， 集体经济大多变成 “空
壳”，原有的农村服务体系已经不适应，
新的服务体系还没有健全，千家万户的
小生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 在
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人地矛盾日渐突
出，而愿意经营土地的农户和工商企业
又急需土地，扩大经营规模。 于是，一些
地方的农民自发地通过互换、 转包、转
让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 。 截至2013年
底 ， 我省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1320万
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7.2%。 实践证
明， 农村土地流转既缓和了人地矛盾，
使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还促进
了农业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的一个好办法。
今年的中央1号

文件顺应新趋势 、
新要求 ，并提出 “在
落实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权的基础上， 稳定农户承包权、放
活土地经营权”， 这就是农村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离”。 农村
改革前，农村集体土地是所有权和经营
权合一，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
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土地所有权和承
包经营权分开，所有权归集体 ，承包经
营权归农户，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
创新。 现在，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
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
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形成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
新型农地制度，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
一次重大制度创新。 这将有利于更好坚
持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更好保障农户对
土地的承包权， 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
促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信息化协调发展。

那么，我省将如何推动农村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呢？

根据省委 、省政府部署 ，我省将在
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
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允许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
资。

对此 ， 我们可从四个层次进行解
读。

落实集体所有权，坚持农村土地归
农民集体所有。 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的“魂”。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
和本位。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要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稳定农户承包权， 4年内完成全省
确权登记颁证任务。 农村集体土地应该
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
包， 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
的土地承包地位。 我省将切实抓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也
就是给土地上 “身份证”， 确认农民对

承包土地的长久承包经营权， 让农民吃
下 “定心丸”。 省里正在制订 《关于开
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
点工作的意见 》， 从今年起 ， 每个县
(市、 区 ) 都将开展确权颁证试点 ， 在
一、 二、 三类县 (市、 区) 中， 省里将
选择3个有代表性的县 (市、 区)， 进行
整县推进确权颁证试点。

放活土地经营权 ， 有序推动土地
经营权流转 。 我省将实行土地流转奖
补政策， 鼓励农村土地经营权在公开
市场上向专业大户 、 家庭农场 、 农民
合作社 、 农业企业流转 ， 鼓励农民以
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快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 建立全
省统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信息平
台 ， 完善覆盖县 、 乡 、 村三级农村土
地流转服务和纠纷调解仲裁体系 ， 建
立农用地流转风险保证金制度 ， 促进
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 。 如澧
县澧南镇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 负
责全镇土地流转信息发布、 合同签订、
纠纷处理和资料归档 ， 已流转土地
19000多亩， 占全镇耕地总面积的60%。

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
护，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 稳定农
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
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
下，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 使用、收
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
押融资。 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提出规
范的实施办法，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
置机制。 承包土地被赋予资本功能后，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有望变为股本、
资本，农民就有望实现“家家当股东、年
年有红分”。

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做出流
金淌银的“香馍馍”，是一项政策性很强
的工作。 省委、省政府要求，要把握好土
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
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
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提高相适应， 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
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
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 要
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
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
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
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是个大事 ，涉及的主体 、包含的利
益关系都十分复杂 ， 必须审慎稳妥推
进。 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制改垮了， 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
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
益损害了。 公司和企业租赁农地，要有
严格的门槛，租赁的耕地只能种地搞农
业，不能改变用途，不能搞旅游度假村、
高尔夫球场 、农家乐 ，不能盖房子搞别
墅、私人会所，不能违规搞非农建设。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
来”。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农民朋友将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
改革释放的红利。 土地，也将越来越成
为流金淌银的“香馍馍”。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柳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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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4日讯 （记者周月桂
通讯员 罗丹）汛期已至，覆盖
全省所有乡村的4万多名气
象信息员与全省气象部门
2000多名气象人员一道，投
入了紧张的汛期气象服务。今
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杨
泰波、副省长张硕辅来到省气
象局，检查指导汛期气象服务
工作。

据介绍， 近年来， 我省
由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 社
会参与的气象防灾减灾机制
进一步完善， 已建成农村气
象信息服务站2198个， 覆盖
了96%的乡镇； 气象信息员
队伍44568人， 覆盖了100%
的行政村； 电子显示屏783
块、 预警大喇叭3447个； 全
省手机短信决策气象服务用
户达18万人， 居全国第一，
在气象防灾减灾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区域自动气象站、
手机短信气象预警系统和重

点区域村级警报系统， 被省
委省政府总结为我省防御山
洪地质灾害的“三大法宝”，
这些“法宝” 将在汛期气象
防灾减灾中继续发挥重要的
作用。

杨泰波肯定了我省气象
部门取得的成绩，赞扬气象工
作者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创
新意识，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服
务质量， 要求气象工作者在
“精准、及时、拓展”六字上下
功夫，进一步做好气象服务工
作。 张硕辅指出，各级气象部
门要不断提高气象服务能力，
力争在2020年前全省基本实
现气象现代化，大力推进基层
气象防灾减灾与公共气象服
务体系的建设，有效解决气象
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要
立足防大汛、抗大灾，进一步
做好汛期气象服务，同时依托
现有监测网络，积极加强对雾
与霾的监测和研究。

欧阳金雨

近日， 由天心区推出的
长沙市首部党员故事微电影
《我在你身边》在天心阁社区
首映。 因为是对真人真事的
跟踪拍摄， 这部微电影格外
“接地气”， 首映当天便赢得
居民群众追捧。（5月4日《长
沙晚报》）

在新媒体和微电影大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 长沙市首
部党员故事微电影来了。 作
为一种新生事物， 它以电影
形式讲述党员故事， 宣传身
边先进模范， 对比以往的宣
教方式， 其创新之处着实不
少。

贴近主旋律。 微电影相
信许多人都不陌生， 但在这
个领域，用“鱼龙混杂”来形
容一点都不为过。 有的微电
影一味宣扬纸醉金迷的价值
观；有的打情色擦边球；有的
偏重娱乐，甚至致力于恶搞，
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我
在你身边》则不同，它讲述了
8名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生活上，用自己的“辛
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
数” 的感人故事。 这样的故
事， 在内容上树正气、 树新
风 ， 有益于宣扬社会主旋
律。

传播优势大。 《我在你身
边》的拍摄素材都来自老百姓
身边：55岁的一线清扫员刘红
艳，用双脚“丈量”马路，用撮
箕“收藏”心里的委屈；天心创
业大厦最牛党员BOSS团，以
高度的党员责任意识和创业
热情，演绎“中国合伙人”长沙
版本……榜样并不遥远，影片
里的故事每天都在身边真实
上演， 这样的榜样可亲可敬，
易于被人们接受。借助网络平
台，这部微电影的影响力更是
无限扩大。

传递正能量。 网络时代
做群众工作， 若一味地板起
脸来说教，结果必定是刻板、
僵化，不受老百姓欢迎。而来
点创意， 用微电影方式树立
“身边的镜子”， 既引导党员
干部自我对照、自我提升，增
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
力，又讴歌真善美，引导人们
积极向上， 成为微电影传播
正能量的典型代表， 可谓一
举多得。

当下， 我省第二批教育
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
展，怎样服务好基层群众？从
党员故事微电影中， 我们也
得到启发： 惟有贴近时代脉
搏，对接群众期待，教育实践
活动才能接地气、聚人气，取
得成效。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让微电影传播正能量

4万多名气象信息员
投入汛期服务

覆盖全省100%的行政村

热点话题谈心录

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之六

做出流金淌银的“香馍馍”
———我省如何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 完善农村
土地承包政策。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并保持长久不变， 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 赋予农民对承
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
权抵押、担保权能。 在落实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
放活土地经营权， 允许承包土地的经
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 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 抓紧抓实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充分依靠农民
群众自主协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
问题，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
确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
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主力军风采

天雷山上的“绿色信鸽”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晃侗族自治县邮政局乡邮员杨国荣

■链接

杨国荣在分发邮件。 通讯员摄

5月4日 ， 长
沙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的青年志愿
者在长沙地铁二
号 线 为 乘 客 服
务 。 当天 ， 该校
启动 “火红青春 ，
美丽长沙 ” 志愿
服务活动 ， 将陆
续派出 1500多名
团员青年 ， 到长
沙地铁站点开展
服务。

本 报 记 者
刘尚文 通讯员
张希跃 摄影报道

年均办理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案件2500件
省人大常委会今起开展未成年人

保护法执法检查

本报 5月 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受省人大常委会委
托，今天下午，省人大内务司
法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各省
直单位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
护法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谢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我省认真落实未
成年人保护法， 在加强宣传、
建立完善相关法规和机制的
基础上，始终坚持把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摆在重要位置。
目前， 一个以省法律援助中
心、省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
为龙头，共青团、妇联、未成年
人监管场所等部门法律援助
机构为分支，覆盖全省各市州
及主要县市区的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
步向各县市区及各街道、乡镇
延伸。 据不完全统计， 近5年
来，全省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
助案件年均2500件以上。 同
时，全省共有16个法院设立了

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审
判庭， 各级人民法院5年来共
审结涉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
护案件10000余件，涉及未成
年人12000余人， 有效维护了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
全省已有长沙、衡阳、张家界
等8个城市开通12355青少年
服务热线，共有200多名教育、
心理、 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
围绕学习教育、 身心健康、困
难救助、犯罪预防等青少年权
益工作的重点领域提供公益
咨询服务和实际帮助。 近3年
来， 全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
走进学校、 青少年宫及社区，
开展了488场心理减压讲座，
受众达9.6万人，为保障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介绍， 从5月5日起，省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赴
娄底、益阳以及省未成年犯管
教所，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
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