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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3月26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
会， 副院长杨翔发布了 《湖南法院2014年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案件司法审查
报告》。

近3年来， 我省各级法院受理的涉及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诉讼案件2097件。
通过3年多审判实践， 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
件中化解了大量矛盾， 但也面临“三难”， 制
约着行政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

告官难见官
在征收过程中， 被征收人不服政府的征

收决定和补偿决定，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 但少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
纠纷观和诉讼观有偏差， 斥起诉者为“刁
民”， 不愿当被告， 甚至想方设法阻碍被征收
人起诉或者干预法院立案、 审判和执行。

政府负责人不愿出庭应诉与被征收人对
簿公堂， 被征收人告官难见官。 2014年，
涉及征收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414件， 政府

负责人到法院参加听证或出庭应诉的26件，
仅占案件总数的6.28%，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审理推进难
当前， 涉征收的群体性诉讼不断出现，

原告方的诉讼目的已经倾向于拖延时间， 进
而向法院、 政府、 拆迁人施加压力， 以期获
得更大的安置补偿利益。

具体表现为： 案件起诉后， 原告无正当
理由故意拖延开庭时间、 迟延举证、 拒签收
法律文书等； 在起诉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
影响的行政行为的同时或者之后， 又对征收
过程中的若干个前置程序提起“连环诉讼”，
耗费司法资源， 拖延审执时间； 大量非案件
当事人的被拆迁人打着司法公开的旗号旁听
案件审理。 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动辄
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员参与旁听， 向法官施
加压力， 法院必须配备大量法警值庭维持庭
审秩序。 在庭审中， 这些人还故意起哄、 提
出无理回避、 中止审理案件等要求。 有的则
在休庭时及庭审结束后向法官扬言要走极端、

要去上访。

息诉息访难
在各项目征收实施过程中， 大部分被征

收户能够理解征收政策， 支持征收工作。 但
有少数被征收户认为“房屋征收是个筐， 什
么问题都能往里装”， 家人有下岗的要求安排
工作， 家庭收入不高的要求低保， 住房面积
小的要求超面积安置。 不管这些要求是否与
征收相关联， 都统统提出， 如果问题得不到
解决， 征收协议就不签。 不少被征收户强横
野蛮、 言语粗鲁、 漫天要价， 难以沟通。 法
院判决后， 他们到处申诉上访， 不仅使征收
工作难以推进， 也大大增加了法院的接访压
力。

为此， 省高院建议， 行政机关要强化法
治宣传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科学合理定位
政府角色， 切实保障被征收人对征收活动的
全程参与， 并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 要切实
增强征收各个环节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自觉
接受司法监督， 进一步做好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工作。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通讯员 高蜀楠 记者 周怀立）近
日，记者从中国电影放映统计机构获悉，2014年度，株洲千
金影城作为中影星美院线旗下最佳影院之一， 以放映
19025场、观映959525人次、总票房2696万元的成绩，跻身
全国影院观映人次百强，在全国4400余家影院中位列第88
位，观映人次居全省第一、票房居全省第三。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3月26日凌晨，洞庭湖还在沉睡。 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7名志愿者乘舟深入洞庭湖
心，阻击非法电鱼，守护江豚。 此种情景，不
分季节、昼夜，持续在洞庭湖、长江上上演。

江豚是长江水生生物旗舰物种，但面临
灭绝。 2011年底，湖南日报记者徐亚平创建
我国民间首个江豚保护机构———岳阳市江
豚保护协会；设立了“让江豚升格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建立洞庭湖江豚保护区，实施
江豚迁地保护” 三大攻坚目标，负债铺开了
29项工作。 他和190余名志愿者立下誓言：

“给江豚当雷锋，为子孙留物种!”
徐亚平首先组织打响了一场立体宣传

战。 组建宣讲团进湖区、 机关、 社区、 学
校宣讲； 在长江、 洞庭湖大堤， 岳阳城区

发布了27个公益广告； 编排了国内首部以
保护江豚为主题的音乐情景剧 《江豚之恋》，
巡回公演。 协会持续对青少年实施环保宣
教， 主办了全国首个江豚保护征文竞赛、 学
生江豚版画展； 举办了34次江豚保护摄影
图片展、 6次生态晚会。 2013年5月25日，
徐亚平跟岳阳市委书记卿渐伟一口气说了
江豚11大特点。 卿渐伟为之感动， 随后欣
然下湖当志愿者。

协会组建科研发展部及渔民就业帮扶
服务部； 创建“一湖一江” 市县乡村组五级
联防网， 划定了防区与责任段， 同当地有关
部门、 社会团体联动； 实施“打通长江” 流
域NGO联动与协作。

协会成立之初， 水上巡逻队应运而生。
徐亚平和10多位志愿者立下 《生死状》， 阻
击非法捕鱼、 排污。 2013年12月2日晚， 巡

逻队冲锋舟两次在湖中搁浅， 两次迷路。 志
愿者摸黑前行， 直至凌晨， 联合渔政共抓获
非法捕捞者3人、 电捕鱼船11条， 渔获物
2500多公斤， 创了洞庭湖30年单例截获船
只、 渔获物最多的战绩。 志愿者张脱冬称，
2014年， 协会开展行动182次 （夜晚64次），
配合渔政拿获非法电鱼40多起。

春华秋实。 协会先后荣膺全国“第五届
SEE/TNC生态奖”、“全国最佳公益组织奖”；
徐亚平获评“中国十大责任公民”、“绿色中国
焦点人物”，唤起全球对江豚的关注并产生共
识。 省政府专门制订下发了3个江豚保护文
件；岳阳市持续开展“洞庭风雷”综合治理行
动。 洞庭湖江豚数量稳中有增， 今年初已超
100头。 豚类专家王丁赞许：“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做了大量工作， 大大减缓了江豚灭绝
的步伐。 ”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 � � �名片：
� � � � 贺文龙 ， 长沙师范学院动漫系老
师， 1983年出生。 他带领团队， 结合动
漫中的超级英雄类型和雷锋文化， 创作
了卡通形象 “雷风侠 ”， 带领团队通过
动漫的方式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 受到
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今年3月5日学
雷锋日前夕， 他被中宣部评为首批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
� � � �故事：

“我们正在着手创作一批以‘人民
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为
主题的动漫版公益广告。” 3月23日下
午， 一见到记者， 贺文龙就主动“汇
报” 起工作， “昨晚为了赶任务又熬通
宵了。”

1983年出生的贺文龙从湖南师范大
学动漫专业毕业后， 曾到一家动漫公司
工作 ， 担任过 《虹猫蓝兔七侠传》 、
《奇奇颗颗历险记》 等知名动漫作品的
执行导演。

2009年， 贺文龙离开动漫公司来到
长沙师范学院。 恰逢3月， 学雷锋活动
正如火如荼。 贺文龙“触景生情”， 结
合动漫中的超级英雄形象和雷锋文化，
创作了卡通动漫形象“雷风侠”， 并于
2012年在网络上进行了首次推广。 在贺
文龙看来， 网络上消极、 低俗的东西传
播很快， 大行其道， 而正面、 积极的东
西创新不足； 作为一名教师和动漫艺术
家， 有责任用动漫的方式传播社会正能
量。

除保留雷锋帽、 红五星、 挎包、 雷
锋日记等典型的雷锋元素外， 还有一袭
招展的红披风和神秘的黑眼罩， 透露出
时下年轻人喜爱的混搭潮酷味道。 贺文
龙还将“锋” 改成风驰电掣的“风”，
形容这个卡通人物行侠仗义快如迅雷、
心地善良暖若春风。 因为与网络流行的

“吐槽动漫” 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导向，
被网友誉为“正能量动漫”。

2012年， 初出茅庐的“雷风侠”，
便获得了被业界称作动漫“奥斯卡” 的
第九届金龙奖“最佳手机动漫” 提名
奖， 跟内地、 港台乃至国外的动漫精英

同台角逐。
为了增强传播效果， 贺文龙带领团

队根据社会热点进行创作。 2013年雅安
地震后， 贺文龙和同事在24小时内即创
作了 《“雷风侠” 为灾区助力》 系列海
报， 72小时内被转发数十万次。 为抵
制QQ聊天中的一些低俗表情， 贺文龙
带领他的团队开发了120余个“雷风侠”
正能量QQ表情， 网友下载使用近亿人
次。 3年下来，贺文龙和他带领的“雷风
侠” 正能量工作室陆续创作了包括动画
系列片、公益广告片、音乐MV等各种动
漫作品400余个。 在长沙、沈阳、广州、杭
州等10余个城市举办“雷风侠”动漫展数
十场。

如今， 头戴雷锋帽、 脸蒙黑眼罩、 身
穿白衬衣绿军裤、 披着红披风的“雷风
侠” 形象， 逐渐走进了人们的心里， 获得
了不同人群特别是少年儿童的认可和热
捧， 还被确定为湖南省600多万志愿者的
卡通形象代言人。 今年， 贺文龙团队还
希望把“雷风侠” 动漫作品展推广到长沙
市100所中小学， 并推出未成年人思想教
育漫画绘本《漫说雷锋》 等作品。 而他最
期待的是推出“雷风侠” 公益动漫电影，
使“雷风侠” 成为媲美美国钢铁侠、 蝙蝠
侠的中国超级英雄。

让“雷风侠”传递正能量

株洲千金影城跻身全国“百强”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左三）带领志愿者，与岳阳渔政部门的同志一起营救受伤江豚，并放归东洞庭湖。（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周东平 ） 今天下午， 湖南省艺术
专家委员会在长沙成立， 李谷一、 左大
玢、 王永光、 李小嘉等142位艺术家受
聘为湖南省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艺术专家委员会按艺术门类
分设戏剧、 音乐、 舞蹈、 美术、 书法、
摄影专业委员会。 成员由全省文艺界知
名专家和文化行政部门有关人员构成，
由湖南省文化厅予以聘用， 颁发聘书，
聘期为3年。 据介绍， 湖南省艺术专家

委员会成立后， 将做好全省文化艺术事
业发展战略、 重大文化艺术项目的论
证、 指导、 评估等工作， 做好政府文化
行政管理工作的参谋和咨询工作。 协助
省文化厅做好各类文化艺术行业竞赛、
评奖、 评审等工作。 加强同国内外、 境
内外文化艺术行业专家、 专家组织和学
术团体的联系； 指导全省文化艺术学术
交流活动； 传播文化艺术知识， 培养文
化艺术人才， 营造适应文化艺术事业发
展的社会环境。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廖声田）3月26日，张家界
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对永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军
涉嫌受贿犯罪一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对庭审现场
进行网络现场直播。

李军原任慈利县委副书记、县长。 去年8月，省纪委对李军
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随后经立案侦查，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军决定逮捕并提起公诉。 庭审中，永定
区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李军利用其担任慈利县委副书
记、县长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
法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原慈利县委副书记、县长

李军涉嫌受贿罪公开受审

湖南省艺术专家委员会成立
李谷一等142位艺术家受聘为委员

近3年来， 我省各级法院受理的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诉讼案件
2097件———

审理涉征收案件
呈现“三难”

“给江豚当雷锋，为子孙留物种”
———记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雷锋家乡学雷锋

多种湘版图书销量居全国前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3月 26 日

第 201507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150 1040 1196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771 173 479383

4 1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3月26日 第2015034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723668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20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430978
6 10668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31
79449

1463997
7146039

42
2617
51319
258565

3000
200
10
5

1313 17 18 20 27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盛铭）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湖南出
版投资控股集团2015年度工作会议获悉，
去年该集团的科普、作文、文学、医学、古
典名著等多种图书销量居全国前茅。

据介绍， 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在湘发行逾100万
册， 销量在全国省级新华书店排名第一
位。 中南传媒一般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占
有率在全国出版集团中稳居第一方阵，
其中有5个月在全国排名第二。 科普、

作文、 文学、 医学、 古典名著等图书品
牌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2014年继续领跑。 30种重点图书入列
“湘版好书榜”， 31本图书登上开卷畅销
书榜， 其中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累计
销售超200万册， 《谢谢你离开我》、
《偷影子的人》 销售突破100万册， 《大
清相国》 销售过60万册。

数据显示， 2014年湖南出版投资控
股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72.7亿元， 连续6
届入围全国文化企业3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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