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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吴辉兵

11月25日上午8时30分，从攸县县城赶到
宁家坪镇龙田村，敲定16户因洪灾搬迁村民新
家选址；下午3时，走访村民后，到镇上拍摄用于
村支两委阳光台的照片；5时左右， 返程途中突
发心脏病，倒在车内，再也没有醒来……生命，
在第57个年轮上终止。

他叫吴爱秋，攸县司法局正科级干部、驻
龙田村第一书记。

“秋书记”走了，龙田村2068位村民再也
等不到“秋书记”回来。

“爱秋———”在村部，闻讯而来的村民们
沉痛而深情地呼号着， 追思吴爱秋在龙田村
的点点滴滴。

“驻村书记是个调解能手”
“吴爱秋虽说是县里的干部，但丝毫没有

架子，让人如沐春风。 ”今年3月1日，吴爱秋到
村里报到，村妇女主任严冰头回见他，就觉得
这个宽额朗目、满脸笑容的第一书记不一般。

吴爱秋确实有“两把刷子”。 他是全县闻
名的矛盾纠纷调解处理业务能手， 善做群众
工作，2013年获评全国人民调解能手。而他很
少提这些，总是乐呵呵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
今年初，按照攸县脱贫攻坚工作安排，攸县司
法局需要派驻帮扶工作队到龙田村开展驻村
帮扶。

龙田村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矛盾频发、
信访较多， 局里研究认为， 吴爱秋是最佳人
选。 组织找他谈话，他没有顾虑自己的年纪和
身体，走马上任驻村第一书记。

这条驻村之路并不好走。
吴爱秋不会开车，每次从县城去村里，他

都要换乘2趟班车、1趟摩的。 他带上衣物、被
子和日常生活用品，坚持吃住在村部、工作在
农户，每月驻村时间不少于22天。

初来乍到，村干部、村民并不信任他。 进
村第一天，吴爱秋坦诚公布手机号，主动加入

村里党员微信群、群众微信群；驻村不到1个
月，他就走访了全村36户贫困户、77名党员。

通过走访， 他摸清了村民心声、 治村方
向。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村里要变样，
首先要从村支两委班子开始。 ”在龙田村村支
两委班子会议上， 吴爱秋开门见山、 态度坚
定。

他带领村支两委彻夜研究整顿方案，明
确抓党建、强班子，切实为村民办实事、解难
事等工作重点。

龙田村有个特殊的群体：60多位村民因
过去下井采矿留下矽肺病，医疗费用大，生活
较为困难，上访较多。 吴爱秋锁定这一难点，
发挥调解特长， 把帮助矽肺病群体作为第一
件实事。 他利用晚上休息时间，逐户上门走访
矽肺病人，宣讲政策、询问病情，帮助申请医
疗救助。

久而久之，群众的心平了、气顺了、上访
的人少了。 今年11月初，龙田村也顺利摘掉县
软弱涣散村的“帽子”。

贫困村长出“留洋”香芋
龙田村外，200余亩连片田地里， 留存的

香芋种子仍在生长。
一个月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近20名村

民忙着收香芋，共收获400吨。香芋品质上乘，
远销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市场。

“产值达到100多万元，安排了10多名贫
困劳力在家门口就业。 ”村民刘连忠是香芋种
植大户， 提起这件事眼眶湿润了，“没有秋书
记，就没有这个产业。 ”

吴爱秋细察发现， 龙田村村民大多靠几
亩薄地生活，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要想改
变这一局面，必须进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
在村支两委班子会上，他一再建议，引进香芋
种植产业。

“以前没种过，不知道种不种得好？ ”“要
投资30多万，如果亏了怎么办？ ”……顾虑，像

一盆冷水淋在吴爱秋的头上。
“别人能干成，我们也能干成！ ”吴爱秋挨

家挨户上门做工作。 同时，他积极向县里争取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项目资金， 请来农业技术
专家实地勘查，传授翻耕犁土和种植技术。

党员刘连忠坐不住了， 他带领两名村民
流转200余亩田地 ,在吴爱秋的帮助下，全部
种上香芋。

“如今香芋基地起来了，他却倒下了！ ”刘
连忠伤心地说。

驻村8个月来，吴爱秋为改变村里基础设
施落后面貌,四处奔走：争取农村电网改造项
目，增设3台变压器；争取农村道路提质改造
项目，拓宽硬化村组干道6公里……

抗洪前线“吾当在前”
今年7月，特大暴雨突袭攸县，龙田村成

为宁家坪镇受灾最严重的村。 滔天洪水前，吴
爱秋甩出一句“吾当在前”。 他冲在最前面,连
续8天奋战在防汛一线。

在监测到龙田村六一组、 湾里组等因强
降雨存在严重地质灾害风险时， 吴爱秋冒着
生命危险，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生拉硬拽着
16户73人全部紧急撤离。

“要不是秋书记，我这条命就丢了。 ”湾里
组村民陈新够家的房屋因强降雨出现裂缝，
房屋大门从内无法打开，人被困屋内。 正在巡
查的吴爱秋，立即和村组干部从外破门，帮助
其紧急转移。 转移没多久，房屋就垮了。

为避免受灾群众私自返回家中居住，吴
爱秋坚持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与受灾群
众同吃同住。 为抢修被毁道路，他与村支两委
干部一道，组织人力、调用挖机，疏通被毁道
路12处，保障了汛期道路畅通。

洪灾过后，吴爱秋顾不上休息调整，又与
村里干部群众一道开展灾后重建。

如今，因灾搬迁村民的新家即将开建，而
吴爱秋却走了，走得很远。 他将爱深植在这片
丰收的土地上，自己却再也回不来了。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奉永成）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湖南省经纪人协会换届
大会上获悉，截至10月底，我省共有各类
经纪执业资格人员（简称：“经纪人”）10万
余人活跃于市场，其中，农村经纪人达4万
余名。 全省经纪人队伍正向文化、房产、体
育、金融、保险等领域全方位发展。

经纪人承担着活跃市场、促进流通、繁
荣经济的重要作用。 省经纪人协会大力开
展经纪人人才培养， 推动有条件的高校开
设相关课程，对经纪人开展专业培训。 如，
湖南大学法学院针对全省技术和产权经纪
人提供法律知识培训和法律援助等。同时，

我省还将经纪人纳入各类创新创业人才引
进培养计划， 与国际技术转移组织联合培
养国际化人才，建设专业化的经纪人队伍，
全省经纪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农村人经纪人是农产品出山、带领农民
致富的引领者。 农村经纪人活跃在田间地
头，带领农民群众开拓市场，提高农产品市
场占有率和附加值。 江永县大力发展农村电
商经纪人，通过电商平台，让当地生产的香
姜、香柚、捍芋等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湖南省经纪人协会换届大会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 何应斌当选湖南
省经纪人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朱卫红 李栋）2020年将至， 保险
业“开门红”市场大战启幕，年金保险成为
热推产品。 中国人保寿险湖南省分公司今
天透露，该公司推出“悦享生活年金保险”
新产品，打响全省保险业“开门红”第一枪。

年金保险， 是指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
付条件， 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时间间隔
分期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 保障被保险
人在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能获得经济收
益。人们在年轻时节约闲散资金缴纳保费，
年老之后就可以按期领取固定数额的保险
金。

年金保险可以有确定的期限， 也可以
没有确定的期限。 被保险人从约定养老年
龄(比如50周岁或者60周岁)开始领取养老
金，可按月领也可按年领，或一次性领取。

如，中国人保寿险在湘新推的“悦享生活年
金保险”，具有年金、满期金、身故保险金、
投保人豁免功能，第5年后每年给付年交保
费的60%。

当前保险加速回归保障， 监管新规引
导行业重回理性，进一步聚焦养老、健康等
保障类产品。 同时，受降息预期、银行理财
收益率下降、P2P等资管产品爆雷因素影
响，年金保险因其“储蓄+保障”特质而受
消费者青睐。

如何通过购买保险筑起风险防火墙？
中国人保寿险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郭江介
绍，购买保险时，应当仔细阅读保险条款，
不要盲目跟风冲动消费， 根据自身需求理
性选择。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如有疑问，及
时通过官方渠道向相关保险机构咨询或向
监管部门反映，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爱洒龙田村
———追记攸县宁家坪镇龙田村驻村第一书记吴爱秋

全省10万余经纪人活跃市场
其中， 农村经纪人达4万余名

保险业“开门红”力推年金保险

亲情陪伴 志愿暖冬
11月27日，嘉禾县特殊教育学校，收到爱心物资的孩子们开心不已。 当天，该县县委

政法委组织职工与爱心人士，开展“亲情陪伴·志愿暖冬”活动，为孩子们捐赠图书、衣物、
牛奶等学习生活用品，并一起互动游戏、交流，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黄春涛 肖珍梅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唐璐 刘博源 龙
建学）今天上午，以“互学互鉴、共进共赢”为
主题的“2019国际商事法律合作论坛”在长沙
开幕, 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政府部门、
工商界和法律界代表共计1000余人参会。

本次论坛为期2天， 议题聚焦商法融合、促

进多边贸易机制建设、 优化投资和国际营商环
境等。 论坛将签署多项国际商事法律服务合作
协议， 并发布中国年度企业合规蓝皮书、“一带
一路”国家与地区的法律环境与法律风险、合规
管理专业人员新职业报告3项成果，有关领导为
中国国际商会“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长沙分中

心”授牌。 此外，论坛组委会将商事法律探讨与
商务对接有机结合，推出日本、拉美和北美、非
洲营商环境推介及交流对接会等3个国别专场。

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主办， 长沙市人民
政府、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联合承办。
这是继去年首届“论坛”成功举办之后，又一次
涉外商事法律领域的大型国际性论坛， 引来更
广泛关注的同时， 见证了长沙正朝着建设国际
商事法律服务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

2019国际商事法律合作论坛在长沙开幕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王芳 黄文奎 ）今天 ，常德市纪委
监委派驻市人社局纪检监察组来到临澧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围绕党风廉政建设、
优抚资金管理使用等内容，展开延伸监督
调研。

今年以来， 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落实
国家优抚政策， 扎牢优抚对象抚恤资金监管
“篱笆”，重点管好6.2亿元优抚资金，涉及7.7
万名优抚对象。 在资金的分配方面，该局严格
按对象、按标准测算、审定资金，经党组会议
研究， 并邀请常德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全

程参与监督。 在资金使用上，实行专款专用，
采取不定期抽查和定期督查相结合的方式，
督查资金拨付和发放情况， 防止抚恤资金被
挪用、套用。 在对象甄别方面，对新增人员严
格把关， 并采取信息比对、 大数据核查等方
式，严防错发、漏发。

今年， 常德市新增优抚对象和享受生活
补助的退伍军人4160人， 自然减员或注销
2638人，无一漏发、错发。

常德扎牢抚恤资金监管“篱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