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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方鱼塘环绕其间，一亩亩
菜地“列阵”迎客。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雨花
区跳马镇， 天石山庄的工作人员就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打扫庭院、准备
农家乐的饭菜、加工竹器、检查户外运

动器材……

从一家普通餐馆到开天石山庄农家乐体验
基地，再到探索特色风情民宿，天石山庄董事长
朱文围着“餐桌”转了 6年。“从 2012年起步到现
在，公司的经营模式在变，人们的饮食结构、旅游
模式都在变。 ”

朱文 2012 年以前在天马镇经营花卉苗木企
业，后尝试做餐饮。 两间房，客人主要是熟人。 先

订定，再点单，再按订单采购食材。
乡村的一湾碧水，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

人。“以前人们追求吃得饱，后面追求吃得好。 慢
慢地，农家乐开始兴起。 ”2012 年，朱文成立了天
石山庄。

天石山庄的“餐桌”变化打着时代印记：从勒
紧裤腰带，到凭票购买，从空空的菜篮子，到“天天
过年”的百姓饭桌子，大鱼大肉不再是“宠儿”。

“刚营业时，我们会为客人准备很多整鸡、整
鸭的菜肴，后面发现，一桌子菜，肉还是肉，青菜却
一扫而空。 ”

嗅到这一商机后，朱文打起了新田村菜地的
“算盘”，并建立了蔬菜基地。 地里的蔬菜，当天采
摘，当天送往山庄。 消费者也可以自己去采摘些
小菜带回家吃。

朱文还意识到，消费者的需求已经从“吃得
好”转变为“玩得好”。“到我这里吃饭，更多是体验
一种农家生活， 更加注重人与大自然的亲切交
流。 ”很快，朱文依托新田村村貌打造了户外拓展
基地和垂钓休闲基地。

今年以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雨花
区在跳马镇按照全域旅游规划，拟推出石燕湖公
园和天石山庄两个精品景区开发为民宿产业，将
石燕湖村和新田村共 50 多栋农房打造成特色风
情民宿。

朱文的生意经又从“玩得好”到“住得舒心”
转变。“我们把村民闲置的房屋资源利用起来，以
合作社的模式，通过企业管理打造以民宿体验为
主的田园综合体。 ”通过创新设计、功能再造，新
田村也逐步成为乡村旅游的新兴胜地。

欧阳倩

“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改革开放的巨轮，一直朝着这一方
向纵深驶进。

从问需于民到问计于民， 从解决好群众
最关心的问题到让群众群策群力定改革目
标，40 年改革开放，人民的“获得感”从未如
此强烈！ “主人翁”地位从未如此突显！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重视和关怀下，
在省市上级组织的带领下，雨花区“一件事情
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
一任做”，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新增就业
持续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
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

乡村振兴，扶贫攻坚，全域旅游，供给侧
改革，全面两孩政策，全面推行河长制，开放
创新崛起……中央、 省市的一个个改革热词
不断在雨花区得到落实。

“家门口办事更方便了”、“住的房子更舒
适了”、“坐高铁时间缩短多了”、“游玩选择更
多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坚持与时代同
步伐、 与人民共命运的雨花区委区政府接力
奋斗，实现了由“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
伟大跨越。

40 年改革开放给每一个个体带来了什
么？ 我们着眼于与雨花区普通百姓生活相关
的衣、食、住、行，从民生小切口，了解、搜集了
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变化故事。

通过分享，我们可以得知，改革开放给予
老百姓的，既有切身利益的保障，也有公平正
义的实现；既有发展红利的共享，也有美好前
景的预期。

社区窗口是服务百姓最直
接的纽带，是“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最直观的镜子。

足不出户上党课、 交党
费；居家养老，工商、健康证照
办理不用跑腿，15 项政务服务
操作手机就能在线办理……雨
花区左家塘街道桂花社区的便
民服务让居民欣喜不已。

提起改革给居民带来的便利，
社区党委书记何重深有感触。

2006 年， 何重来到桂花社区工
作。 那时，正是计算机发展迅速时期。
看到来社区办理事务的居民每天都排
起长队， 一个想法在何重心里产生：
“何不把社区事务全部‘搬’到网上，居
民在电脑上直接操作岂不方便？ ”同
年， 何重找到了湖南大学计算机学院
朱宁波教授。在他的帮助下，研发出一

套社区信息管理系统。将社区内的 89栋居民楼
栋，3200 多户居民，常住、流动人口共 1.2 万余
人的基本信息全部囊括， 建起了全省第一个社
区居民信息库。

这是雨花区率先在全省打造的首个“电子
居委会”。 原先繁琐的居民资料整理和业务查
询，用鼠标一点就能在这个系统内办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地，坐在电脑旁操作
也变得“落伍”了。刷屏时代怎么服务好居民，在
雨花区委、区政府的部署下，桂花社区探索“指
尖政务”，打造了社区“智慧 E 家”公共服务平
台。 平台开设了政务速达、生活服务、社区互动
三个栏目。 由区、街道下沉的多项政府服务，通
过该平台均能在手机上轻松办理。

邻里之间的“麻纱事”，小区的不文明行为，
小区环境优化的建议……居民都可以在“智慧
E 家”发布，提出建议、意见和求助。 由居民提
议，由居民参与，由居民监督，社区治理也变得
更加公开透明。

近年来， 雨花区在全省率先实施社区职能
清理减负增效改革， 将原来一个社区要承担的
558 项事务大刀阔斧精简至 147 项； 全面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承接市级 5 批下放权限
193 项；全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着力推进企业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和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
改革， 率先发放四十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和电子
营业执照。

今年，雨花区更以建设“智慧雨花”为目标，
打造了区、街(镇)、社区(村)三级平台互联互通的
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 为群众和企业提供就近
办理、随时办理的优质服务。

改革开放之初，雨花区圭塘街道原月塘村村
民杜正良，还没有听过“房地产”这个词语。

他们只晓得自家住的那个“窝”，红砖灰瓦，
谈不上舒适，只是个遮风挡雨的居所。

今年 64 岁的杜正良是原月塘村一名地地道
道的农民。 1979年退伍回来后，以务农和打零工
为生。

在 2011年以前，全家 8口人挤在破旧不堪的
老房子里。每逢汛期，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
的祖辈都是农民，房子是我们家最大的寄托。 以前
爷爷盖的是茅草屋，屋顶铺着管草，用的是泥砖；到
我父亲那辈，房子重新翻修，盖起了红砖房。 ”

整个村子的居住环境也很差。 夏天蚊虫多，
村民大多以养猪养鸡鸭为主，空气中散发着难闻
的气味。 再加之没有路灯，交通条件不好，出行购
物非常不方便。

2012年，因城市发展
需要，月塘村启动拆迁。 杜正良的
老房子被征收。

“以前住的是低矮的两层小楼，现在搬进
17楼高档小区。 房子越住越高，我们的生活也会
节节高！ ”在月塘村集中安置小区，杜正良站在自
家宽敞的阳台上， 指着简欧风格的电梯高楼、现
代智能的电子门禁、曲径通幽的绿地花园，笑呵
呵地说。

他介绍，现在家里房子面积较大，自己与父
母、儿女分开居住。 还有一些空置的面积就拿来
出租，每个月的租金有 3000元。

住进了安置房，村子也改成社区，杜正良也
从“农民”成为“市民”。 跟其他村民一样，杜正良
夫妻俩均纳入城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每个月
能领取到 1000余元的生活保障金。

近年来，雨花区
还大力推进被征地农民
免费培训工程，失地农民均能享受由政府买单的
家政、电工等就业培训课程。 村民可以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

“改革开放这些年，给我们农民带来了生活
的轻松、环境的改善、交通的便利、晚年的保障等
许多好处。 如今，我们也韵上了品质生活的味。 ”
杜正良说。

他补充道：“过去是‘衣食住行不如意，春种
夏收汗水流’，现在是‘搬进小区住进楼，水电暖
气不用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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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舒 适 ：从蜗居斗室到安身高楼

一声声汽笛远去，高铁呼啸向前。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拥挤缓慢的绿皮火车，

到后来的特快车、直达车，再到今天舒适快捷的
高铁动车……改革开放四十年，交通工具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跨区域的“同城化”时代到来。

杜海波， 长沙火车南站的一名客运值班员。
自 2009 年武广铁路客运专线开通， 他便被抽调
到长沙火车南站工作至今。“我一直见证着武广
客运专线和长沙火车南站的发展。 ”

2009年 12月， 长沙火车南站正式运营。 那
时火车南站离市区较远，没有公交车，出租车也
不愿去。 杜海波每天上班只能早上四点半起床，
在长沙火车站坐单位通勤车。

杜海波说，“那时候高铁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票价相比普通列车更贵，当时的人们对它还不

是很能接受， 每天平均的旅客到发量大概

只有约 3000人次。 ”
客流量小，但管理的难度却不小。 杜海波介

绍，那时车站刚刚运营，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等
规章制度都还处于摸索完善阶段，以至旅客登车
前的候车、进站等都需要人工完成。

2014年，随着长沙火车南站每天旅客到发量
急剧增加，综合管理的压力也随着增大。

火车南站地区综管办物业科科长欧阳砥中
介绍，从维护环境卫生，到联系维修公共设备，再
到维护绿化景观，他每天 8 点到站区，每天微信
上记录的步数不低于 2 万多步。 有时一天就有
100多个沟通协调电话。

“现在我们的管理体系越来越顺畅。 ”欧阳砥
中说。

以前管理部分众多， 站内一个灯泡坏了，要
找 3、4 个部门才能解决。 申报的是一个部门，修

灯的是一个部门，供电的又是另一个部门。 为凝
聚多方力量， 火车南站地区综管办发起并牵头
创建“和谐号”党建联盟，站区所有党组织围绕组
织同建、资源同享、活动同办、事务同商的目标，
开展服务。

对于站区喊客拉客， 安全保护等问题，2015
年起， 火车南站地区综管办牵头建立了长沙火车
南站地区综合治理联勤联动指挥中心， 将各个执
法管理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常态联勤联动机制，开
展联合执法，打破了过去“九龙治水”的管理格局。

“作为目前全国高铁枢纽之一的长沙火车南
站，车站每天的旅客到发量近 20 万人次以上，并
以每年 10%的速度增加。 ”杜海波介绍。

2016年， 随着长沙火车南站东广场的开放，
东西双广场的启用，加上完善完备的现代化设备
设施与人文服务的高度融合，长沙火车南站迎来
高标准、严管理、零换乘、零距离、智能化、人文化
高铁服务新模式，人便其行，物畅其流。

更 快 速 ：从乘“绿皮车”到坐“子弹头”

更 多 元 ：不见炊烟起，游客接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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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城。 周灿黎 摄

居民韵上了品质生活的味。

数据多跑腿，
群众少跑腿。

� 长沙火车南站迎来高标
准 、严管理 、智能化 、人文化

服务新模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