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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缙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戴叔伦的诗
句道出了春节对中国人的含义。人未归，心眷
念。度岁，让人回归情感的港湾。

40年前，伴随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大批
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南下北上，每逢年末，中
国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路等都会迎来一场
浩浩荡荡的春运大迁徙。如今，接近30亿人次
的旅客发送量，让中国春运成为“人类最大规
模的周期性迁徙”。40年间，“春运大军” 的归
乡旅途也在发生着巨变。

回家，是春节的标配。春节是中国人延续
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春节的阖家团圆并没有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异化，反而在公众流动
日益频繁的当下，更凸显出游子归家团聚的重

要意义。无论你身在何处，都有一个家在那里
令你魂牵梦绕。中国春运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步伐而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们可以从
“归家之变”中感受到国家的强大。

还记得十多年前，笔者在外省读大学时，
春节放假前一个月， 便由班长统计火车订票
需求，再由学校统一订票，两个邻省的城市 ，
仅300多公里的路程， 在火车上得坐上一夜。
整个车厢里都是同校（院）的同学们，大家提
前买好方便面、 面包、 牛奶在火车上填饱肚
子，晚上都在硬座车厢里睡上一夜。如今 ，再
想回母校，随时可以在手机APP上买到高铁车
票， 曾经九个多小时的旅途， 变成了两个小
时，并且再也不用大包小包地准备干粮。我们
买火车票的方式变了，坐火车的车程缩短了，
在火车上吃的东西也变了， 这些变化是潜移

默化中发生的巨变， 背后蕴含着一个国家强
大的综合实力。

家乡在外省务工的亲戚朋友们， 春节从
四面八方回来，聚在一起，以往都是互相分发
带回来的小吃零食，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也没
多少钱置办年货，而从外地回来，能够给小朋
友们带点小零食，那就是一份人情。如今 ，大
家带的东西变了，从衣服鞋帽，到电子产品 ，
甚至有的人将归家变成了 “探亲 ”，因为一些
人通过外出务工，在城里立了业，安了家 。如
今，农村开着小车回家过年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城乡一体化所带来的融
合感。

每一个人都是迁徙途中的一分子， 可以
从自己的归家之旅，感受到生活的变化、状态
的变化，也感受到愈来愈强大的国家之变化。

朱忠保

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解释》明确，在“民告官”
案件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
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法院
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
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现实中，“民告官不见官” 的现象并不
鲜见。究其原因，一些官员“官本位”观念严
重， 认为和老百姓对簿公堂， 是丢面子的
事； 一些领导担心本地区本部门没有严格
依法行政，行政行为经不起法律审视；还有
的则是不熟悉案件情况，不了解诉讼程序，
害怕因缺乏法律知识和应诉能力而在众目
睽睽之下出丑。

行政诉讼既是“民告官”的制度设计，
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 确保权力
规范运行的 “制度笼子 ”。正如最高人民
法院党组副书记 、 副院长江必新所言 ，
“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既要体
现行政诉讼的严肃性 ， 又要确保行政纠
纷实质化解 。”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的目标指向 ， 并不是要让他们 “难

堪”，而是为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更是对
法律的尊重。换言之，领导出庭是手段，是
过程 ，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是目的 ，是制度
依归。

“民告官”能见“官”，但不能止于“能见
官”，须防止官员“出庭不出声”，导致出庭
应诉流于形式、沦为“作秀”。一方面要进一
步提升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法治思维、 法治
能力， 让他们遇到行政诉讼案件时敢于应
诉；另一方面，可以探索性地把官员出庭应
诉前的调研准备、庭审现场参与辩论、解决
纠纷的实际效果等纳入对行政机关及其领
导班子的年度考核内容， 防止行政机关负
责人应诉成作秀，确保“民告官”的公平性、
严肃性、实效性。

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直面公
众诉求， 能让公众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法
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正， 极大地提高纠纷
实质性化解效果； 能让公众感受到行政机
关对案件的重视及尊重， 进而促成群众与
行政机关之间更有效的沟通， 从源头上减
少行政争议，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同样，
负责人出庭应诉， 也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
用， 促使更多的党员干部主动学法用法懂
法，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

张西流

2017年第四季度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
况已于近日对外公布，全国各地区、各部门
共检查政府网站超过4万个，基本覆盖全国
正常运行的政府网站。 全国累计整合迁移
无力维护的政府网站 2万余个 ， 减幅达
46%，其中，县级以下减幅达88%。

政府网站是发布政府方针政策、 法律
法规，推动政府信息化建设和政务公开，提
供便民、惠民服务的信息平台，是展示地方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果的舞台，
是政府联系群众、 倾听社情民意的桥梁和
纽带。然而，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网站雨
后春笋般的涌现， 与之相关的负面新闻也
经常见诸报端。基于此，去年6月以来，国务
院先后两次对全国政府网站进行清理整
顿，共整合关停政府网站2万余个，在数量
上基本实现了“减半”。

毋庸讳言，目前基层官网良莠不齐，乱
象丛生。比如，有的官网形同虚设、敷衍网
民，沦为“僵尸网站”；有的官网为了宣传当
地建设成就和领导政绩， 采取弄虚作假的
手段，将图片进行“艺术加工”，合成“悬浮

照”，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的官
网热衷于唱赞歌， 容不得批评的声音，阻
挠、甚至曲解民意，让群众很不满意。对于
这些损害政府公信力的官网， 要么责令整
改，要么一律关停。

然而，官网“减半”，还需服务“增值”。
首先，政府应利用网站，倾听民声、了解民
情、领会民意，回答网民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问题。同时，应实行网络问政与实地调研相
结合，采取多种渠道广开言路。比如，就一
项新政的出台， 可以通过主动找一些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及市民代表来
座谈讨论，进行零距离交流。这样不仅可以
倾听到市民最真实的声音， 而且可以激发
出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既然网络是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
梁，是集中民智，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妥善
解决群众诉求、 快速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
渠道， 那么， 政府主要领导就应该放低身
段，真正以解决老百姓问题为宗旨，坦荡面
对网民的提问，勤恳工作赢得公众的信任。
只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服务群众，广大群
众自然会成为领导的得力参谋、助手，政府
的工作自然也能顺利开展。

“民告官”不能止于“能见官”从“归家之变”感受国家富强之变

官网“减半”还需服务“增值”
民政部网站近期公布了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

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名单中，
不少组织以“中国”“全国”甚者“联合国”冠名，这
些山寨社团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 冠以这类名
称后，敛财的速度和影响则呈几何级增长。

查处山寨社团决不能不痛不痒， 否则就会愈
演愈烈；要避免被曝光的山寨社团死灰复燃，对山
寨社团监管就不能山寨。 一方面， 要畅通举报渠
道；另一方面，相关部门需要主动出击，实行“网上
巡逻”，不能听任它们坐大。

文/李方向 图/陶小莫

程彦暄

近日 ，经典电视剧 《还珠格格 》的20周年
臻享版在湖南卫视重播， 赢得了不低的收视
率。 该电视剧的重播引发众多网友惊叹：“经
典啊，还是觉得很好看！”更有网友戏称“紫薇
开始找爹了，说明寒假开始了”。

《还珠格格》时隔四年复播 ，看似琼瑶与
湖南卫视冰释前嫌， 实则是经典魅力不降反
增。一部剧，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并非其播出
时间早、拍摄周期长、演员名气大，而在于其
制作是否精良， 演技是否精湛。 正因符合标

准，《还珠格格》《西游记》《琅琊榜》 等影视剧
当之无愧堪称“经典”！

我们早已习惯“喜新厌旧”，但却对经典“情
有独钟”，原因很简单，因为经典能赐予我们获
得感与满足感，诚如《大明王朝1566》让我们了
解历史，《大话西游》 让我们思考人生，《武林外
传》让我们欢笑不断，《蓝色星球》让我们心驰神
往……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和能量，它使我们恋
爱时不自觉说出那句“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
君绝”，还使我们颓废时不自觉想到那句“强者
自救，圣者渡人”，更使我们在深陷无尽黑暗即
将放弃时会不自觉高喊“在你想要放弃的那一

刻，想想为什么当初坚持走到了这里”。
经典，并非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而是

历经沧海桑田 ，人们不曾遗忘 。像 《西游记 》
《还珠格格》等经典剧作，播出时不会如热播
剧般被人翘首以盼剧情发展，也不需要阵容、
颜值、热搜来吸粉，它们更像我们攀爬时手握
的扶梯，观看时可以独立思考，也可以被剧情
引导，因为它们“三观”正，所以不怕被带偏 ，
更因为它们有内涵， 所以无论观其剧或思其
意，均能给我们以收获与满足。

一部剧复播，与其说是平台与版权的合作，
不如说是尘埃落尽依旧难掩经典的熠熠光辉。
我们喜欢经典，它让我们“不忘初心”；我们欣赏
经典，它让我们跳出狭隘；我们尊重经典，它让
我们铭记受用。这就是经典的价值。

《还珠格格》重播折射经典价值

新闻漫画

面对山寨社团
监管不能山寨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夏艳红

“快过年了，不来看看‘亲戚’，心
里不放心。”1月28日， 益阳市国税局
干部姚普勋来到桃江县武潭镇汤家
塅村的竹制品加工厂，看望他的“亲
戚”周凯。

周凯今年21岁， 患有先天性癫
痫，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结
对帮扶中， 姚普勋与周凯结为“亲
戚”，如何帮助周凯尽快脱贫，成了姚

普勋的头等大事。
2017年，汤家塅村在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下，依托当地资源建起了一家
竹制品加工厂，姚普勋得知后，马上
托人“走后门”，将周凯安排到加工厂
里包装竹筷，每天能赚80元。

汤家塅村共有村民691户、3002
人，其中贫困户115户、363人。

2016年，益阳市国税局对口帮扶汤
家塅村。“给钱、给物，不如给情、给力。”

帮扶之初， 益阳市国税局便发动局里的
32名党员干部在村里结下32对“穷亲”。

“今年过年就可以住新房了。”
贫困户周从斌是益阳市国税局局长
徐向阳的“亲戚”。56岁的周从斌一直
住在棚子里，2017年， 在徐向阳的鼓
励下， 周从斌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建起了新房子。2017年，周从斌的
女儿考上了大学， 徐向阳得知后，非
常高兴， 立即通过“泛海助学金”项

目，给周从斌女儿送去5000元学费。
两年来，益阳市国税局共投入资

金82万元帮助汤家塅村改善基础设
施，依托当地丰富的竹林资源，发展
竹制品加工产业。

如今的汤家塅村道路变宽了，村
民收入提高了，村文娱广场也热闹起
来了。 据测算，2017年益阳市国税局
党员干部在村结对的“亲戚”，年收入
全部跃过了贫困线。

精准扶贫在三湘 结“穷亲”，挖穷根
———益阳市国税局结对帮扶桃江县武潭镇汤家塅村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李青松 瞿云

“家门口做工夫，一方两便。”立春
刚过，沅陵县大合坪乡茶溪村村民李
本畅在村茶园忙着修枝剪叶。李本畅
手脚勤快，但患腿病落下残疾。他不
想靠子女养活， 便到村里茶园打工，
一天修修剪剪，能赚80多元。

“我们村不仅有茶园、黑猪养殖
场，还有香柚、田鲤鱼等产业呢。”茶
溪村党支部书记李本良介绍，最近两
年多来村里发展快，2017年村民人均
纯收入由2014年1820元增加到了
3000多元，这是湖南建工集团扶贫工
作队诚心帮扶的结果。

“要拿出真情实意，才能换得真
心。”2015年4月， 湖南建工集团扶贫
工作队队员向彦明、叶方华带着一颗
诚心，进驻茶溪村。半个月时间，他们

跋山涉水走遍全村7个组。 茶溪原生
态的美景让他们惊叹，村民贫苦的生
活也让他们难眠。

茶溪村有92户贫困户， 散布在方
圆几十公里范围，向彦明、叶方华户户
登门走访。喝缸子茶、吃柴火饭、学茶溪
话，他们真心结“亲”，得到乡亲们认可。

茶溪村基础设施落后，10公里泥
巴公路仅通村部， 山界上4个组的群
众出门靠走路；经济薄弱，村里没产
业没集体经济。

强基础、兴产业。扶贫工作队因
地制宜制定帮扶计划。

要致富，先修路。工作队筹集帮
扶资金420万元， 硬化10公里通组主
干道，取名“幸福路”；投入80万元，铺
设8公里通组机耕道； 投资50万元，建
成“同心”风雨桥；疏浚2公里茶溪河，

还原水清鱼游的自然风光。
2016年7月， 天干地旱， 溪河断

流，群众饮水困难。工作队会同村干
部历时4天徒步找水源，最后在距村3
公里的山上找到水源， 建了一个水
池，铺设管道，解决了村里64户216人
的饮用水问题。

阳光和暖，茶溪清水潺潺，远处
300亩茶园葱郁如画。

工作队扶持有养猪、养羊和养蜂
经验的贫困户，扩大养殖规模。成立
茶溪村黑猪养殖合作社，实行“养猪
能手承包管理+带动贫困农户”模式，
发展黑猪养殖。2017年养殖黑猪200
头， 出栏100头， 实现销售收入40万
元，村集体增收3.5万元。

在工作队努力下，茶溪村新开垦
碣滩茶场300亩，今年将开始受益。茶

场达产后，村集体年均毛收益在60万
元以上， 贫困人口人均年增收可达
2000多元。

“今年过年年货充足。” 临近春
节， 村部商店经营户符美绒春风满
面，忙着进货。

符美绒几年前患鼻癌，因病致贫，
债台高筑。工作队入驻后与其结“亲”，
资助8000元给其看病， 还在省城托人
帮忙找专家治疗。 工作队又向建工集
团申请， 为符美绒的女儿解决教育资
金，直到大学毕业；帮符美绒申请5万元
贷款入股养殖黑猪， 年均获红利5000
多元。2017年，符美绒摘掉了贫困帽。

“让村民真正得到真金白银。”工
作队帮扶货真价实， 获得村民点赞。
2017年，村里脱贫38户126人。今年，
将争取实现整村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驻村扶贫故事

湖南建工集团驻沅陵茶溪村扶贫工作队———

捧着诚心帮乡亲

荨荨（紧接1版）作为东风湖建设的
主力军，岳阳楼区委、区政府加大
了对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取缔
关停周边豆腐作坊14家、 洗衣作
坊10家； 完成东风湖撇洪渠2.1公
里清淤任务……去年底，东风湖水
质监测结果显示：已由劣V类恢复
到IV类。

“东风湖新区建设是岳阳楼区
发展潜力所在，要优质高效完成棚
改项目征拆任务，打造核心引领的
新增长极， 让老百姓共享发展成
果。” 岳阳楼区委书记陈阁辉在动
员会上发出作战令，提出借棚改之
机“腾笼换鸟”，变“征收工程”为

“安居工程”，走好棚户（旧城）区改
造拆迁新路。

67岁的彭望生也是东风湖新
区涉及的棚改户，原来一家三代蜗
居在70多平方米的老厂旧楼。如
今， 他用征收补偿款购买了一套
124平方米的新房。“不仅住上新
居，服务也到家。”彭望生说，“刚搬
进新居，社区网格员就登门服务。”

彭望生带着记者来到洞庭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零距离”感受了
通过“互联网+”就“触手可及”的
上百种服务。“新区有新气象，服务
也要创新。” 该社区治保主任彭波
称， 区里以建设东风湖新区为契
机，正统筹推进入学、医疗、休闲、
办证、警务等5个“一公里便民服
务圈”建设。

行走东风湖新区， 禁违拆违、
道路、管网建设等工程项目有序推
进。岳阳楼区洞庭街道党工委书记

徐佳带着党员干部入户调查，她介
绍：“征拆项目涉及7个地块， 区里
组建了12个项目部， 预计可腾出
8300多亩土地，为布局产业、项目
落地提供空间。”

新城新事多。 靠岳阳楼景区、
临洞庭湖，洞庭湖大桥东头崛起一
座“岳阳花都”，90多个花卉商铺
内花香四溢。洞庭街道党政办主任
易献说：“政府拿出最优地段来规
划建设花都，昔日臭烘烘的熏鱼场
成了香喷喷的城市名片。”

“新区金铺，绿色财富。家门口
能就业，舒心呢！”社区渔民张大
叔在花都打工， 是众多拆迁户受
益者之一。 有着12年经营经验的
老板汪玲选择在此兴业， 她告诉
记者：“水变清了，桥建好了，路网
通了，游人多了，我看好新区的发
展前景！”

一路行走， 新讯息扑面而来：
湖东路全线拉通，建设北路绿化提
质，沿湖景观带雏形初现，一个个
项目悄然落地。目前，岳阳市发布东
风湖新区开发招募战略投资者公
告，作为建设主体的岳阳市城投集
团根据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年打
基础、三年出形象、五年建新城”的
开发时序，加速加力推进建设。

“我们正与有意向的央企或
上市公司对接，力争3月底前引进
战略投资者。”谈及未来，岳阳市
城投集团董事长游志坚信心满
满，“一个集行政、商务、旅游、休
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城’，正在
洞庭湖畔长大！”

洞庭湖畔起“新城”

� � � � 2月7日，岳阳市东风湖新区沐浴在初春暖阳下，显得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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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朱运来 ） 记者从今天召
开的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工作会议
获悉，2017年省水运投主导的重大
水运建设项目平稳推进， 全年完成
项目建设投资16.38亿元；经营指标
取得新突破 ，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6.1%； 实现利润总额突破亿元，同
比增长55.2%。

2018年省水运投将加快推进湘

江、 沅水及洞庭湖区高等级航道建
设，完成水运建设投资12.94亿元，开
工建设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改
扩建项目一期工程、松虎航道整治工
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8%；利润同
比增长11.7%；实现安全生产“双零”
目标。

省水运投党委书记、 董事长蒋
鹏飞介绍， 公司将争取主导推进省
港航投资运营集团的组建，推进湘、
资、 沅、 澧四大水域千吨级码头整
合，实现全省港口发展“一盘棋”；推
进交通物流信息平台建设， 构建多
式联运一体化平台，形成“大交通”

“大物流”“大数据”三位一体数据通
道，推动智慧物流的发展，大幅降低
社会物流成本； 助力“气化湖南工
程”建设，发展水上清洁能源，分布
推进全省水上LNG加注站建设、运
营， 推进港口码头和水上服务区岸
电建设；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加大
资本运作力度， 加快研究优质资产
上市，广泛筹集水运建设资金，降低
融资成本。

省水运投利润增幅逾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