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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全国两会前 ，湖南省宣布 ，经过最
严格的评估考核，花垣县十八洞村达到
了脱贫出列标准， 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
的1668元增加到2016年的8313元。 贫困
户全部实现脱贫，贫困村摘帽。

作为“精准扶贫”理念的首倡地，十
八洞村见证着一个曾经贫穷落后山寨
的蜕变，见证着中国“2020年所有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 ”的伟大实践 。但它的脱贫
可不可持续 ？ 它的经验有没有可复制
性 、可参照性 ？是不是用扶贫款垒起的
“大户”、用数字堆起的“盆景”？

“不要搞特殊化，但不能没有变化”，
“不要堆出一个盆景来”，几年前到十八
洞村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打了预

防针 。两会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也提出 ，要 “确保脱贫得到群众
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十八洞村要脱贫，自然离不开外界
的帮扶 ，这种帮扶 ，本身就是扶贫攻坚
的应有之义 。驻村扶贫工作队 、扶助资
金 、各种扶农助农的贷款 ，乃至于各方
给予的帮助，都是十八洞村成功脱贫不
可或缺的外力。

但摘掉贫困的帽子，终究还得靠十
八洞村人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让他们
有了以往不曾有的精气神，以往不敢想
象的奋斗目标 。几年来 ，湖南日报一直
关注 、记录十八洞村的奋斗历程 ；今年
春节期间，湖南日报记者再度走进十八
洞村，进一步捕捉到了十八洞村的脱贫
密钥———

农村富不富 ，关键看支部 。十八洞
村的变化， 得益于选出了一个好班子。
作为一个偏远苗寨的 “关键少数”，“村
支两委 ”带领大家精准识贫 、实实在在
选择致富产业，把一个曾经暮气沉沉的
山寨搅得风生水起 。如今 ，这个去年被
中共中央授予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的村党支部 ， 成为了十八洞村群众的
“主心骨”“领头雁”。

路通 、电通 、水通的苗寨 ，八面来
风的苗寨 ， 让人们有机会走出长期的
封闭 ，走出无可奈何的悲观 ，相信可以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 “我要脱
贫 ”， 这是十八洞村人心灵深处的呐
喊 。脱胎换骨的精神状态 ，成为脱贫最
坚实的内生动力 。现在的十八洞村 ，已
不再是原来那个与贫穷相伴 、 锁在深

山人未识的 “夜郎十八洞 ”。这几年 ，全
村20名大龄青年 “脱单 ”，新娘都是外
村人。

铲除贫根，贵在变“输血”为“造血”。
短短3年时间， 十八洞村人找准了一条
“干得开 ，干得好 ”的产业发展路子 。人
还是那些人 ，山还是那些山 ，思路一通
山门开，那些平时感受不到有什么不同
的特产、风景、民俗，如今都成为了十八
洞村人发家致富的宝贝。除了红红火火
的乡村游 ，烤烟 、猕猴桃 、野生蔬菜 、湘
西黄牛等特色种养产业，让当年贫困冷
寂的十八洞村生机勃发。

稳定的脱贫 ，全面的小康 ，对十八
洞村来说， 已经是正在展开的现实；而
十八洞村的经历，只是中国千万个贫困
村的缩影。

� � � � 西安市一市民在陕西省中医医院
住院，这些天来，有一项收费让他惊诧
不已：“厕所费”，每天8元。

在病人已缴纳了“床位费”的情况
下，再额外收取“厕所费”，就有“巧立名
目、重复收费”之嫌，既不合理又荒唐。

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病人的质
疑，院方居然给出了相关政府合法的价
格文件为依据。

这样的收费， 或许是小概率事件，
但它折射出当前扭曲的医疗价格体系。

画/朱慧卿 文/张贵峰

岳麓区委书记 周志凯

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 ，
干部队伍是决定性力量 。岳
麓区地处湘江新区核心腹
地， 在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战
略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使命， 全区党员干部要按
照 “三融共进 、五化同步 ”发
展路径， 敢于担当、 善于担
当 ，保持定力 、精准发力 ，在
实干中铸就辉煌。

勇于担当， 就要大力弘
扬 “闯 ”的精神 。邓小平同志
说过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
没有一点 ‘冒 ’的精神 ，就走
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
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岳麓区在长沙“一江两岸”城
市格局中占据 “半壁江山”，
必须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 ，
要争当开拓奋进、 冲锋陷阵
的 “闯 ”将 ；面对艰巨繁重的
挑战 ，不说 “不能办 ”，多想
“怎么办”， 为推动发展切实
负起责任， 做出无愧于时代
的业绩。

勇于担当， 就要切实增
强“敢”的意识。当前，经济进
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
特别是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征程中， 存在一些亟
待破解的发展难题， 甚至有
一些难以预料的急难险重任
务。因此，只有增强“敢”的意
识，才能紧跟省委加快“五个
强省”建设的步伐，通过深化
校区、景区、园区、社区“四区

联动”，加速校城、景城、产城
“三城融合”； 才能落实市委
“能量更大 、实力更强 、城乡
更美、 民生更爽” 的建设目
标，围绕“六大功能组团”，壮
大 “6+1主导产业 ”，加快人 、
产、城三者共进；才能坚持问
题导向，真正发挥岳麓科教、
平台 、生态 、空间四大优势 ，
统筹联动新城、老城、乡村三
大板块， 真正解决岳麓人气
不足、产业层次不强、城市品
质不优等老大难问题。

勇于担当， 就要坚决落
实 “快 ”的要求 。高效率意味
着高速度， 快节奏换来的是
快发展。对岳麓区而言，要用
好湖南湘江新区核心区 、湖
南金融中心等金字招牌 ，以
“等不起 ” 的责任感 、“慢不
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紧
迫感， 按照省市区党代会和
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 ，
牢牢抓住项目建设、 财税征
收 、楼宇经济 、金融中心 、园
区发展、 融资提升、 品质岳
麓， 以及大学科技城建设等
八大重点工作，践行“马上就
办 ”的作风 ，主动争取 、尽快
谋划， 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
担当。

勇于担当， 就要积极倡
导 “融 ”的理念 。岳麓区基本
区情是 “区中有区、 区中有
园、区中有府、区中有校”，大
发展、大建设、大跨越也让岳
麓区产业发展、征地拆迁、城
乡统筹等任务异常繁重 。面
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
战， 全区上下必须把所从事
的工作放到省市改革发展稳
定的大局中去谋划， 树立融
合发展理念 ，突出省 、市 、高
校 、湘江新区 、景区 、岳麓区
六级联动 ，提升沟通 、协调 、
合作能力， 苦干、 实干加巧
干，既算小账又算大账、既算
近账又算远账、 既算自己的
账又算别人的账，以“功成不
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主
人翁的姿态，对历史负责、对
事业负责，争当有胆有识、善
作善成的“干将”。

十八洞村，可持续可复制的脱贫样本 新声

用行动诠释担当

住院还收“厕所费”，荒唐！

� � � �周志凯 通讯员 摄

宛诗平

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 ）》。据
悉 ，民法总则中的 “好人法 ”条款几
经修改， 最终不再区分救助人是否
有 “重大过失 ”，只要见义勇为一律
不担责。

从“见义勇为致受助人受损，非
重大过失不担责 ”，到 “见义勇为一
律不担责”，民法总则草案的最终修
改 ，意味着 “流血又流泪 ”的情形将
不再出现。因为做了好事，反而被救
助人所讹诈的极端情形， 更失去了
法律的支持。“立法以典民则祥”，见
义勇为作为 “好人法” 中的重要一
款，在立法过程中不断探索完善，彰
显了良法善治的理念。

或许有人会反问， 在依法治国
的社会里，“见义勇为不担责” 会不
会导致 “只要目的正当就可逃避法
律责任”？诚然，在法治社会里，见义
勇为行为本身确实可能给他人利益
和社会利益造成损失， 但对此法律
应当如何评判， 如何合理分配其中
的责任归属， 既关乎个案中公民合
法权利的维护， 也关系到整个社会
道德风尚的培育。 面对见义勇为可

能引发的权益纠纷和社会风险 ，法
律如果不能为见义勇为者兜底 ，寻
求妥善的权益救济通道， 确保见义
勇为者不至于流血又流泪 ，就可能
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 ”的负面效应 ，
最终使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 ，社
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溃坝也就在所
难免。

法律人士指出 ，法律与道德都
属于上层建筑 ， 二者犹如车之两
轮 。虽然法律与道德在某一时期或
阶段会出现些微的背离或冲突 ，但
这只能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二者
必须一致 ，趋于同向 。亚里士多德 、
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先贤就主张 ，法
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 法律
应当是实现正义、 美德和幸福的各
项原则。

“小智治事 ，中智治人 ，大智立
法 。”作为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
之前提， 是社会良知与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 只有先行确立 “好人免
责” 的法规， 在立法上彻底正本清
源， 才能让见义勇为者有更多底气
和勇气。 至于见义勇为因 “重大过
失”而造成的损失，其法律后果完全
可以尝试由行政组织或社会力量予
以分解，惟此，才有利于维护社会公
德，有利于公正执法。

“好人法”，
让法律为好人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