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我省法院破解执行难又出新
招。 省高级人民法院最近举行“一案一账
户”执行案款系统上线仪式，并进行系统操
作培训。此举将通过“一案一账户”信息化
管理，堵塞执行案款管理漏洞，有效解决执
行案款信息不全、底数不清、滞留法院等问
题，使执行案款的收付步入良性循环。

省高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郭正怀
介绍，“一案一账户”执行案款系统的启用，
对推进全省法院执行案款管理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 全省各级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的要求，实现执行款“一案一账户”管理
制度。

2016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执行案
款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2017年2月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款物管理

工作的规定》，对人民法院执行款物的管理
工作进行了具体规定， 重点要求人民法院
应当采取一案一账号的方式， 对执行款进
行归集管理，案号、款项、被执行人或交款
人应当一一对应。该规定于5月1日起实施。

省高院迅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
相关工作要求。执行局、司法装备技术处多
次与意向银行进行协商， 最终与建设银行
湖南省分行达成合作协议， 并迅速启动设
备安装和软件开发，于8月初顺利完成开发
测试。

“系统将实现交款管理、发放管理、退
款管理、案款分配、审判管理、查询、汇总、
系统管理等功能。”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屈
国华介绍，“启用‘一案一账户’执行案款系
统后，将实现审判联动、流程控制、款间调
度、统计分析和代办提醒，从而提高执行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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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

信息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
言而喻。湖南涉外部门多，涉及外事、外经、
外贸、 外专， 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对外贸
易，无论是国际交流还是民间交往，处处都
有涉外活动的介入，是信息的交汇处。

建议建立湖南涉外信息资源库， 将湖南
的政策、 信息和各种项目统一在一个平台发
布。一方面将湖南与各国各地区的交流情况、
湖南企业与各国相关的合作、 湖南的国际友
城合作情况、华侨华人的情况、交流合作中优
势互补的信息等分类纳入。 另一方面在日常
的涉外活动中，不断完善该资源库，逐步使该

资源库成为涉外资源共享的平台、 开展对外合作
的依据、落实“大外事推动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
抓手。同时，建立交往成果跟踪服务机制，不断规
范完善信息， 将重要信息转化成推动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果，转化成湖南开放发展的动力，转化
成湖南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江德斌

四川九寨沟地震发生后， 闻名遐迩的九
寨沟景区内部分景点损毁。 如何对待这些遭
受损毁的景点， 社会各方热议不断、 观点各
异。

从网上曝光的照片和视频来看， 一些景
点的损毁情况比较严重，跟之前的景观对比，
反差很大，确实令人感到惋惜。其中，最出名
的火花海、诺日朗瀑布等景点几乎“毁容”。如
何对待这些受损景点，有人主张人工修复，尽
量恢复原貌，也有网友和专家认为，不必要进
行人工干预，保持震后面貌即可。

支持人工修复者， 大都是从情感角度出
发。无论去过还是没去过的人，都为那美轮美
奂的景观赞叹不已，认为它们是自然的恩赐。
而这些美景在遭遇地震损毁后， 与先前相比
面目全非，当然会引发很多人的痛惜，希望能
够通过人工修复恢复原有状态。

其实，九寨沟属于自然景观，美景都是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出来的。 自然景观是地
壳运动的结果， 九寨沟景观是几十亿年间地
壳运动形成的， 期间也经历过无数次包括地
震灾害的“塑造”，才构成如今的面貌。如果对
损毁部分进行人工修复的话， 反而会破坏景
观的自然韵味。

大自然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创造
力，很多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
的自我修复后，都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呈现一
种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美的面貌。 比如火花海
坝体是由于水中的碳酸钙缓慢沉积形成的，
在未来流水缓慢作用下，坝体会自我修复。而
诺日朗瀑布垮塌后， 完全恢复原始瀑布的样
子是不可能的，但会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变成
另外一种景观。

可见，对于地震损毁景观，除了必要性的
抢险保护外，最好不要去人工修复，以“自然”
的心态处之最好：尊重自然力对景观的塑造，
感受到自然的神奇力量， 对大自然保有敬畏
之心。

鲁闻恋

作文离不开遣词造句。好的文风，除了思想
内容正确，还要看语法修辞的运用。内容好，修辞
手法也好，文章就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光有好的
内容，而没有好的表达，说出来的话硬邦邦的，人
们就会不爱看，就会影响宣传的效果和质量。

现在，文章材料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语
言太硬、“形容词太凶”。 比如， 受到启发必曰
“脑洞大开”，动人心弦则曰“敲响耳膜”。汪曾
祺有一次开玩笑说：“什么叫‘绚丽’？我到现在
也不知道什么叫‘绚丽’嘛。”这是对那些“太
凶”的形容词形象的讽刺。

“有本之言必不险，有用之言必不怪。”一
些人有一个错觉，好像越是高声大气、声嘶力
竭，就越能吸引人、打动人。事实正好相反。那
些虚夸之语，往往使人觉得空洞不实、言不由

衷。明代人茅坤说他作文时，“屋瓦皆为之动”，
王夫之讽刺他“说得恁狰狞可畏！”而实际上，
有道理语不必惊人，自能令人家心里点头。

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有云:“文章
本静业……而竞躁之心胜，其落笔皆如椎击，
刻画愈极，得理愈浅。”我们看鲁迅的文章，往
往于平淡处见真挚，于白描处现力量。“今天晚
上，很好的月光”，淡淡的描述中，透出多么幽
远的意境；“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
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平平的叙述中，含有
多么深沉的悲凉。

文风体现出党风。“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
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
使命相背离的。”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
政成效，必须大力纠正，切实加以改进。

改进文风，需要脚踏实地，深入基层，向
前辈学习，向人民学习，向经典学习。

何林梅

艺术天然具有审美和创新的功能。艺
术与旅游融合，可以创造出更多符合文化
旅游的内容。 湖南省文化艺术资源丰富，
如绘画、书法、雕塑、园艺、编织等，这些资
源可以充分运用在乡村文化旅游中，打造

乡村园艺观光园 、乡村书法园艺长廊 、乡村
绘画园艺观光园 、根雕园艺基地等等 。积极
研究和推广运用艺术+乡村文化旅游创新
服务机制，可以有力促进乡村文化旅游提档
升级。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市民）
（本专栏稿件由唐婷 朱永华编辑）

构建艺术+乡村文化旅游
创新服务机制

王兵

笔者认为，借鉴新加坡邻里中心，以社
区为基础，积极利用吃、住、行、游、购、娱六
要素来布局社区生活内容， 不失为现代社
区管理的良策。

我国社区功能目前仅限于吃、住、行、
购， 而游和娱受到当前社区服务布局影响
存在缺失。为此，湖南省应根据省内情况，
积极构建现代化的社区邻里中心 ， 按照
5000人规模构建一个社区邻里中心， 实现

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功能全面配置，并
按照2万人必须拥有一个社区公园，一个乡镇
必须打造一个乡镇公园， 构建一个休闲娱乐
中心的格局实施。在社区实行大小社区配套，
即一个大社区下辖三个小社区， 一个小社区
为1500至2500人， 一个大社区为4500至5500
人。通过这种方式，实施社区网络系统管理，
所有社区问题根据相关程序进行网络系统反
馈和处理，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全面打造和
谐社区。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东创公司）

按生活六要素构建社区邻里中心

建立涉外信息资源库

唐鑫磊

人才是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
重要保障。在人才战略上要注重强化服务、
营造氛围、优化环境。

一是重视高端、优化结构。以推行“芙
蓉人才计划”为抓手，重点实施一批重大人
才工程，制定具有突破性的人才政策，引四
海英才来湖南创业发展。

二是注重使用、 提高效能。 树立靠业
绩、靠贡献评价人才的正确导向，建立更加
开放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 让优秀人才在
重要岗位上挑重担、唱主角。

三是科学配置、激发活力。健全人才市场
供求和竞争机制， 加强政府对人才流动配置
的宏观调节，推动人才资源有序流动。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信息
中心）

激活人才
“一池春水”

好文风不允许形容词“太凶”

以“自然心态”看待地震受损景观

堵塞执行案款管理漏洞
“一案一账户”执行案款系统启用

�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衡阳市公安局完善堵源截流机制，依

靠情报引领， 实行查缉站静态查缉和流动
查缉相结合， 最大限度截断毒品来源。公
安、交通、邮政、工商等部门联合加强对邮
件的收寄验视和检查，堵截物流寄递贩毒渠
道。该市公安局还从相关部门抽调20名精兵
强将成立“禁毒特别行动队”，专司打击娱乐

场所涉毒问题。
衡阳市针对部分县（市）区外流贩毒突

出的问题，创新打击模式，采取在广东、云南
等相关省市建立缉毒工作站，与外地公安机
关建立打击毒品犯罪警务协作等方式，重拳
打击外流贩毒。据统计，今年头7个月，衡阳
市破获毒品案件340起，缉毒执法破案数、抓
获犯罪嫌疑人数均名列全省第一。

孟姣燕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人们越来越重视食
品的品质和口味，越是“土的”、越是原生态的
东西，越受欢迎。

甲鱼历来是餐桌上的珍品美味。过去，依
靠温室养殖，绕过冬眠，解决了甲鱼产量跟不
上来的问题。如今，在“生态消费”兴起的背景
下，“温室养殖”逐渐受到冷落。

生态甲鱼养殖模式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
遵循甲鱼生长规律， 让其历经冬眠， 缓慢生
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甲鱼应有的品质，才

能还原其本来的珍品美味的特点。
生长周期长了，投入大了，成本相对来说

也高了，但生态甲鱼不愁卖不出高价钱，在市
场上“俏”得很。

无独有偶，在长沙，也有养殖户将“瘦身
鱼”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瘦身鱼”也是通过生
态养殖，把“短、粗、圆”的肥鱼变得修长苗条更
健康。“瘦身”后的鱼儿，在市场上身价倍增。

“慢养”和“瘦身”，走的都是真正重视
品质的路子，看起来是做“减法”，效益和品
牌却做出了“加法”甚至“乘法”效果，值得
学习推广。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汉寿县甲鱼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彭

仔明告诉记者，甲鱼的冬眠期长达6个月，
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也是沉淀营养
的过程。“这样慢养出来的甲鱼， 尽管比较
贵，但在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据介绍，汉
寿甲鱼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畅销全国， 近期
更是首次“爬”上了香港市民的餐桌。

目前，汉寿全县共有甲鱼养殖面积9.5
万亩， 从事甲鱼标准化生产的养殖企业达
17家，示范面积达到3.5万亩。

“甲鱼好吃，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相
比其他水产品，宰杀、烹饪更为繁琐。如何
让汉寿甲鱼更快地‘爬’到消费者的嘴边，
汉寿县也在从供给端想办法、 谋出路。”彭
仔明介绍， 县里正在推动甲鱼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涉足甲鱼餐饮，同时加强科研攻
关，开发甲鱼深加工产品。

“我们计划在全国开100家以汉寿甲
鱼为特色的餐饮连锁店， 拓宽销售渠道，
保证汉寿甲鱼的品质能够从基地到餐桌
始终如一。” 王业春介绍，目前，该公司已
在上海、东莞、常德、醴陵开了4家餐饮连
锁店。一些养殖企业，还设计出特制宰杀
刀具，配备在鲜活甲鱼包装中，并将快速
宰杀步骤和烹饪要领刻录在光盘中，供消
费者学习。

汉寿甲鱼深加工产业也突飞猛进，“中
华鳖精”口服液、“中国鳖营养素”汤料、“中
华”牌甲鱼煲等，已走向全国高端市场。近
期，该县又开发出酱板甲鱼、药膳甲鱼等特
色绿色食品。

■记者手记 “减法”和“加法”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
员 赵顺涛）“对孙燕代表提出的建立垃圾分
类收集处理体系的建议， 我们赴辰溪县东风
社区向孙燕代表当面汇报办理情况……”8月
10日，怀化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局长丁
继元向29名怀化市五届人大代表汇报了该
局承办的代表建议的办理情况。

被怀化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为2017年代
表建议办理评议单位的还有市教育局、 市交
通运输局、 市旅游外事侨务局等6个单位。据

了解，组织代表现场评议建议办理，是怀化市
人大常委会创新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方式，进
行有效监督、科学监督的新举措。

“个别承办单位答复函措辞抽象，常用
‘进一步加大、更加、将要’等词汇，把‘想法
思路’当成工作，把‘态度决定’当成结果，
或用‘已列入计划’、‘准备解决’、‘已引起
重视’、‘正在研究’ 等套话应付代表。”“少
数单位在办理过程中，注重做代表的工作，
但在答复后， 承诺的事项又没有及时兑现

或者打了折扣，出现代表对书面答复满意、对
落实情况不满意的情况。”7个被评议单位负
责人汇报完本单位的办理工作情况后，29名
代表就本人领衔或者附议的建议办理情况进
行现场评议。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石希欣现场对承办单位的办理工作进行了点
评，被评议单位负责人对代表评议发言现场予
以回应表态，与会人大代表对被评议单位建议
办理工作现场测评，并公布测评结果。

部门集体“作答” 代表当场“打分”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现场评议建议办理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通讯员 陈铭

“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了。”8月11日上
午， 从长沙市开福区委组织部接到5万元党费
收据后，69岁的袁小春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追求入党48年，主动交纳“特殊党费”
袁小春是开福区司法局退休干部， 区直

机关退休二支部党员， 出生于长沙一个贫困
的工人家庭，读小学期间，因交不起学费，多
个学期都没有课本。之后初中和中专，她靠着
国家助学金和奖学金完成了学业。

自儿时起，袁小春将所受恩惠铭记于心。
16岁那年， 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以实际行动向党感
恩。然而，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她始终未能
如愿。

“一个贫穷的孩子，没有党、国家和社会

的支持，很难完成学业；人老了，没有党和国
家给予的退休金、 医疗保险， 不可能安享晚
年。”古稀之年的袁小春笑着说，“我可一直享
着党和国家的福呢！”

退休后， 袁小春仍多次向开福区直机关
退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 追求入党48年
后，直到64岁时才终于圆了“党员梦”。

今年3月，袁小春又主动提出，从工资和
退休金的积蓄中拿出5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交
给党组织。在她看来，“年纪大了，报恩的机会
不多了。”

关心弱势群体，为他人提供法律援助
参加工作以来，袁小春先后当过工人、机

关干部和律师。2004年， 在办理了提前病退
手续后，她主动请求返聘回开福区司法局，义
务提供法律援助。

2010年， 袁小春接下一桩房屋继承案。

案件中，当事人因丈夫去世，被继子赶出家门。
为了彻查事实真相， 她帮当事人垫付交通费和
打印费，不厌其烦数次到街道调查取证。

“官司赢了， 她却拿不出9000元的房产过
户手续费。”袁小春说，自己是个普通人，只能靠
两条腿为人奔走，靠一张嘴为人呼吁。于是，她
又亲自撰写报告，到税务等相关部门跑上跑下，
申请办理减免税费手续， 让非亲非故的当事人
感激涕零。

11年来，她满腔热情地为低保户、贫困户、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办理各类疑
难复杂案件，受其援助的人数达到1300余名。

除了义务开展法律援助， 袁小春也积极传
播法律知识， 不仅为阳光100等多所小学上法
治课，还加入开福区禁毒协会讲师团，自费为吸
毒人员购买生活物品，帮助劝导戒毒。

在开福区东风路街道精英路社区党委副
书记梁珊珊眼中，袁小春平日里总爱为社区、邻
居做好事。“社区有个孤儿刘雄亮， 就像她自己
的孩子一样，逢年过节她送腊肉、土鸡蛋。结婚
时，婚礼也是由她一手筹办、主持。”

5万元“特殊党费”谢党恩
老百姓的故事

接受革命教育
8月13日， 老红军张生荣在给学生

讲述抗战故事。当天，由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举办的军事夏令营在解放军
163医院开营，孩子们身穿迷彩服，看望
慰问99岁的老红军张生荣，听他讲革命
故事，接受革命教育。 郑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