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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重庆在行动①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永川区
南大街办事处黄瓜山村梯子坎村民
组的250名村民，转变为股民。

村民每年都能拿分红

“去年我家四口人，3.5股，总共
分红3500元。今年的分红可能还
要增加。”谈起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11月19日，梯子坎村民组的陈明忠
对重庆日报记者说，“这项改革不但
让我们成了股民，也让我们每年有
固定的分红收入。”

在黄瓜山村，深化农村改革，已
为当地乡村振兴激发出源源不断的
动能。

“三权分置”激活生产要素

黄瓜山村的产业，在“三权分
置”改革中，被激发出新的活力。

村民谢帮华家有10亩承包地，
由于儿女都外出务工，妻子生病需
要照顾，前些年，承包地大多被闲
置。

自进行“三权分置”改革后，他
将家里10亩地的经营权流转给教
奎猕猴桃种植园，每年有固定的
7500斤黄谷（市场折价近1万元）流
转金收入。

“在深化农村改革中，我们首先
对村里的8270亩承包地进行了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改革。”
黄瓜山村党委副书记王功轩说，“这
不仅激活了土地资源，也有效地解
决了产业发展中的投资、技术、市场
等难题，促进了产业振兴。”

实施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后，
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还推动了经
营主体的改革，加快了新型经营主
体的发展。

2016年底，在外经商的黄瓜山村鸡公嘴村民组的王文
奎回到村里，流转了130亩地，组建起紫桑谷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进行果桑、生态旅游为一体的产业开发。

目前，在该村，像这样在“三权分置”改革中获得土地经
营权后进行现代农业开发的，已有数十家。他们建起猕猴桃
园、草莓园、科技大观园、葡萄公园、花田、玫瑰园等10个
100亩以上的适度规模特色农业生态园。2025户村民中，
65%农户参与了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共流转土地7780亩。

“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全村已建成黄瓜山梨、草莓、
葡萄、猕猴桃、生姜、萝卜等数十个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王功
轩介绍，这些特色农产品中，目前已完成黄瓜山梨地理标志
品牌认证，以及黄瓜山生姜、萝卜等4个无公害农产品和绿
色产品认证。

“三权分置”改革集聚起各类生产要素，促进了黄瓜山村
的产业融合发展。村里还利用特色农业资源，发展农旅融合
的乡村旅游产业，已建成3A级景区桃花源以及象鼻嘴、梨
花寨等17处乡村旅游景点。村民利用自家房屋，办起40余
家农家乐。村里结合生态宜居建设，完善了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在村域内形成了“一环、三纵、三十八条横线”的网状农旅
融合观光线路。

其中仅乡村旅游产业，今年便接待游客60万人次以上，
旅游收入超6000万元。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助村民增收

早在两年前，黄瓜山村就开始进行集体产权制度的改
革。村里首先将村、组集体未承包到户的果园、村小学、荒山
坡等资产，以及集体资金清理出来，进行资产折资，折算出全
村有集体资产上千万元。

这些集体资产，又以股份的方式，量化到村民头上。在
量化确权中，村里实行了“人地结合”的配股方案。有户籍、
有承包地的村民配2股，有户籍无承包地的村民配1股。这
一改革方案实施下来，全村4746人分别配了2股，1786人
分别配了1股。并确定，该股权可由直系亲属继承。

“把资源变为资产，资金变为股金，村里的农民成为股
民，这只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王功轩说，更重要
的是如何经营好这些集体资产，让这些闲置的资产成为壮大
集体经济，为村民（股民）增收的好帮手。

黄瓜山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中经营集体资产。
在村一级，将400余亩村集体果园流转给业主经营、两所村小
学的闲置房屋出租给业主。利用集体经济发展扶持资金，开
发废弃的矿山地，兴建黄瓜山特色产品销售中心等。通过对村
集体资产的经营，目前，村集体每年已有40余万元的纯收入。

梯子坎村民组在对组里的矿山等集体资产进行经营后，
年获纯利润上百万元。而38个村民组在集体资产的经营
中，年总收入已超过600万元。

村集体的经营收入，被用来改善村里的公共服务设施，
扶持村民发展经济等。而村民组经营资产的收入，则在留足
扩大经营的资金后，其余按股份分红。近两年来，梯子坎村
民组在股份分红中，每股得的红利，都没有低于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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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深
化改革来激活振兴乡村的动
能。黄瓜山村的实践，便是
证明之一。

歌谣“黄瓜山，山坡坡，
石头多，红苕打烂锅，黄花闺
女不愿嫁上坡”中描绘的场
景，在之前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的改革中被打破。而如
今，以“三权分置”、集体产权
制度等为主的农村改革深
化，让黄瓜山村加快了乡村
振兴的步伐。

深化农村改革，使黄瓜
山村摘掉了集体经济“空壳
村”的帽子。而集体经济的

壮大，又反过来促进了乡村
振兴中的产业、生态、文化
等振兴。如今，黄瓜山村以
一、三产业融合为主的现代
农业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农
民的收入持续增加，硬化公
路、天然气、太阳能路灯、群
众活动广场、卫生室、院落
绿化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

深化农村改革，为黄瓜
山村激活了集聚产业等发
展要素的动能、激发出农
民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深化农村
改革，也因此成为乡村振兴
的活力源泉。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记者手记

11月21日，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环
湖雅居社区的几十位居民，都悠闲地坐
在遮风避雨的社区文化长廊里，有的唠
家常，有的下象棋……两只小黄狗也趴
在主人身边打着盹。

环顾四周，这里花草丛生，空气清
新，干净整洁，一派环境优美，邻里和谐
的好景象！

可谁也想不到，环湖雅居社区成立
之初，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地区——居
民养鸡养鸭，喂猪种菜，矛盾纠纷几乎
天天有。

“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区成立那年，
大小矛盾纠纷有366件。”渝北区环湖
雅居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为改变这一现状，该社区结合实际，
积极探索“1+3”社区治理模式，坚持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实现了社区
由乱到治、由治到美的大转变。今年，
社区的矛盾纠纷下降到70余件。

矛盾多发环境差
社区成赶场集市

“我们小区情况比较复杂，管理起
来很有难度。”该负责人介绍，环湖雅居
社区成立于2013年，人口17000余人，
是渝北区较大的农转城集中安置社区，
居民们来自双凤桥街道、悦来街道等9
个镇街征地拆迁安置户。

正是由于人员构成复杂，流动人口
多，居民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普遍不高，
加上居住条件的改变，社区居民生活习
惯、思想观念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导致社
区环境乱、各种矛盾多发，管理难度大。

该负责人介绍，社区的住户，大多
是在乡下生活了多年的中老年人，搬进
楼房后，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改变。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社区当时拍下
的照片：社区公共绿化地种的不是花
草，而是各类蔬菜；菜地里鸡鸭鹅满地
跑；垃圾堆在过道无人清理……

“不止这些，还有不少人在家里喂
猪！”该负责人回忆说，为了浇菜施肥，
不少人用粪桶收集人畜粪便，小区里每
天都弥漫着臭气。一些老人还将“自家
菜地”吃不完的菜在社区里摆摊销售，

“不知情的人走进社区，可能会以为这
里是赶场的集市。”

不仅如此，独门独户的乡下人住在
一个社区，一栋楼，矛盾也随之而来。
受传统观念影响，居民们还以传统姓氏
为纽带，有理无理都“抱团”互怼，甚至
大打出手。

探索“1+3”治理模式
社区焕然一新

社区成集市，怎么改变？如何治
理？

该负责人说，为此，环湖雅居社区
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1+3”社区治
理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

“‘1’就是突出党建引领，引导党员
带头参与社区治理，划分责任区。”该负
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在环湖雅居社
区党总支相关负责人牵头下，将党支部
建在网格上，实行党员亮身份、党员积
分制、挂设党员家庭户、划分党员责任
区、设置老书记调解岗，引导50名党员
带头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同时，每年民主评先进，有效带

动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社区建设。
刘明仲和陈兴云就是该社区的老

党员，他俩在社区分别担任文明劝导员
和网格巡逻员。“我们发现在公共区域
喂鸡喂猪，种菜挑粪这些不文明行为，
便主动上门劝导。”刘明仲说，一次劝不
住，就天天劝；老人劝不动，就劝子女或
孙子去改变老人的观念。就这样，俩人
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原本闲来无事的退
休生活变得忙活起来。

此外，党员黄祯元有剪头发的手艺，
常常在社区“摆摊”，免费为居民理发；社
区党员带领网格员定期上门看望留守老
人，为他们打扫卫生；不少党员还组成爱
心托管队，辅导留守儿童功课……

在党员和社区网格员的共同努力
下，当初的“脏乱差”社区焕然一新。如
今这里没了垃圾、没了家畜家禽、没了
菜地、没了臭气、更少了剪不断、理还乱
的矛盾纠纷。

好事陋习上“红黑榜”
社区由乱到治再到美

该负责人介绍，“1+3”社区治理模
式中的“3”是“坚持德治感化，坚持法治
固基，坚持自治互助”。

“比如，我们以‘四德’建设为抓手，
开展道德讲堂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
美德，开展梦想课堂普及科学知识、丰

富文化活动，建立“红黑榜”评选幸福家
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家庭、入
人心。”该负责人说。

在小区文化走廊，重庆日报记者看到，
一面“红黑评选榜”挂在显眼的位置——

“周伯元，在进小区的时候发现停放
的一辆摩托车被大风吹倒，将摩托车扶
正，方便小区居民行走，有效避免安全事
故的发生，这样的正能量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这样的好人也值得我们点赞！”

“张某某，乱倾倒垃圾，影响小区环
境，这样的行为应积极改正，共创和谐
社区。”

……
居民刘大妈说，在社区，做了好事

的人要上红榜表扬，做了不好事的也要
上黑榜“亮丑”。

“‘红黑榜’居民们都能看得见，它
就像一面镜子，一杆秤，让居民自己评
定对错是非。”该负责人介绍，比如，有
的居民上了红榜觉得光荣，特有面子，
为了做表率，好事越做越多；有的居民
上了黑榜，在社区居民面前就会丢份，
巴不得尽快改正下榜。

如此一来，上红榜的居民越来越
多，上黑榜的越来越少，社区环境、风气
也大变样。一张“红黑榜”，就像一支温
度计，每天吸引着居民观看品评，“守德
吃香、失德吃亏”的价值观，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地累积着扬正向善的力量。

除此之外，该社区还积极开展法治
微讲座、法理微宣讲等活动，引导居民增
强法治意识；引入公安干警、法官、律师
与第三方人民调解室成立“518”法律服
务队，引进具有“类脑”功能的法律机器
人“大牛”，开展“法官进社区”“人民调解
随时约”等活动，让居民感受法治便利。
完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务监督委员
会等议事规则和居民公约，搭建“畅言雅
居”议事平台，以网格为单位推选议事代
表，定期讨论社区大小事务；组建“好邻
居”互助组，热心居民和志愿者免费提供
居家服务，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助。

德治与法治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改
变了居民，居民的改变让社区变得干净
美丽，邻里和谐。如今，环湖雅居社区
已告别“脏乱差”，实现由乱到治、由治
到美的转变。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环湖雅居社区变形记——

红黑榜赶走了“脏乱差”
本报记者 黄乔

工作人员介绍社区治理成效。 记者 黄乔 摄

“爸爸离你很远很远，在南半球靠
近澳大利亚一个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
的国家……”

这是一封典型的中国式家书，来自
万里之外的南洋岛国，并迅速引爆了朋
友圈。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辗转联系上了
写作这封家书的重庆市中医院主治中
医师、针灸专家范正鹏，此时的他正随
第九批援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

“巴新”）医疗队执行卫生援外任务。他
的儿子范哲晨今年6岁，刚刚上小学一
年级。

一封引爆朋友圈的家书

“为中国援外医师点赞。他们好样
的。”

“你不仅是一名热心助人的好医
生，还是一位好爸爸。”

“看到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疼爱期
望，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心疼怜悯，这就
是一个男子汉对国家对工作对家庭的
责任和担当。”

……
对在万里之外的岛国收获如此之

多的朋友点赞，范正鹏连连说，自己没

想到。
巴新时间10月28日下午6点至当

晚12点这段时间，范天鹏的朋友圈对话
记录下了一切。

中国和巴新，一个在北半球，一个
在南半球，相隔千山万水，何止万里。
这条微信，何以能在万里之外引爆朋
友圈？其实，微信仅是这封家书的部
分内容。

对儿子充满愧疚

范正鹏作为援外医生，是今年6月
来到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的。数月来，
他在医院每天要接诊10多位病人，在驻
地每周也要接待5、6位前来就诊的华
人，任务比较重。

在巴新时，每天都要迅速投入到
工作中，忙得无暇思念。但离家时间
长了，难免会想念家乡和家人，尤其是
缺席了儿子初入小学的时光，他很愧
疚。

但中国和巴新，远隔重洋。父亲和
儿子，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虽然也能通过手机跟家里人联系，
但范正鹏总觉差了点什么，他决定写一
封家书。

“如今通信技术发达，大多数人早
已忘了如何写家书。”范正鹏说，“这封
信饱含了浓烈的思乡之情，对故乡的亲
人来说弥足珍贵，对孩子的影响也会更
加深远。”

带着万千思绪，范正鹏写下了这封
家书，但写完后他又十分感慨——不知
该如何寄出。

巴新的邮政业很不发达，曾有援外
队员给家里寄明信片，直到援外工作结
束回家，明信片都还没收到。于是，范
正鹏就把家书的部分内容发到了朋友
圈，他没想到，这封信火了。

大多数朋友的评论都是感受到了
满满的正能量，也有人提出为何不写电
子邮件或是直接打电话？

面对质疑，范正鹏特别认真地回应
道：写信的方式能给孩子一个印象深刻
的回忆，意义更深远，尤其是他刚入小
学，需要一种正能量来启蒙。

考虑到孩子看不懂信的情况，范正
鹏也在信中提到了，不认识和不懂的地
方可以请老师或妈妈帮忙。

儿子要学爸爸当男子汉

家书在朋友圈发布后，引来了朋友
的围观和热议，但最应该看到的人还不
知道这封信的存在。

近日，市政府外事办得知这封书
信漂洋过海到孩子身边也许需要好几
个月，便第一时间以服务驻外人员“娘
家人”的名义，在顺访期间取得范正鹏
写的家书，回国后转交给他在重庆的
儿子。

11月22日晚，范哲晨收到了一枚
信封，虽然不太明白里面装着什么，但

他认识信封上“范哲晨收”四个字。
“这是爸爸寄给我的吗？”范哲晨一

脸疑惑地望向一旁的妈妈。
“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妈妈陈

丽一边回答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信
封，拿出了3页信纸，一字一句念给儿
子听。

“亲爱的饭饭，离开你并不是因为
不爱你，而是爸爸要为咱们国家执行医
疗援助任务。”

信中，范正鹏向儿子道出了不在
家的原因。妈妈朗读至此，小范也跟
着点了点头，似乎懂得了爸爸在外面
做的事情。

陈丽说，儿子刚上小学，在课堂上
有些好动。但读信的过程中，小范一直
端坐着，眼光跟随着妈妈手指在信纸上
移动，聚精会神地听着爸爸写给他的每
一句话。

“饭饭，你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你
要学着做一个男子汉，善良、上进、勇
敢、诚实、有责任心，长大后也能像爸爸
这样，甚至比爸爸更厉害，为咱们国家
做更大的贡献。”

听到这里，小范笑了笑，妈妈以为
他没听懂，正准备向他解释，但小范脱
口而出：“爸爸是男子汉，我长大了要跟
爸爸一样当个男子汉！”

一时间，陈丽明白了丈夫给儿子写
信的初衷：“他想用言传身教感染孩子，
这比一通电话更有意义。”

“饭饭，很抱歉爸爸缺席了你初
入小学校园的时光，希望你能理解
爸爸。”

“爸爸第一次离开你这么远，这
么久，真的很舍不得你，可是爸爸又
不得不暂时离开。”

“爸爸所在的这个国家很贫困，
这里的老百姓不像我们那么幸福，
他们缺医少药，他们需要帮助。而正
好爸爸是一名医生，爸爸到这里来可
以为他们治病，为他们减轻痛苦。”

“在家里，要照顾好自己和妈
妈，要多关心妈妈，为妈妈分担家
务。你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妈妈
太操心你，因为妈妈每天上班也很
累，回家还要辅导你做作业呢。”

“饭饭，爸爸希望你拥有一个快
乐的童年，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
也希望你能努力做一个乐观自信、
正直善良、品学兼优的小男子汉，长
大以后也能像爸爸这样，甚至比爸爸
更厉害，为咱们国家做更大的贡献！”

援外医师范正鹏一封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式家书刷爆朋友圈——

用暖暖温情传递深深期许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左图：11月22日晚，范哲晨收到了父亲写给他的书信，妈妈正念给他听。 记者 杨铌紫 摄
右图：范正鹏随第九批援巴布亚新几内亚医疗队执行卫生援外任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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