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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培好

教授

梦想：

早日实现

生态文明

七上珠峰摸“家底”

采集标本2万份

被称为地球南

北极之外 “世界第

三极” 的珠穆朗玛

峰，由于地理环境特

殊，生物家底一直颇

为神秘。 近年来，成

都理工大学旅游与

城乡规划学院园林系主任彭培好教授

带领团队7次登上珠峰， 采集近2万份

生物标本， 基本摸清了珠峰的生物家

底。

中国于1988年成立了珠穆朗玛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约3.4万平方

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是全球海拔最

高、落差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

理局2009年委托成都理工大学、 华南

濒危动物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科技信

息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科考队， 对西藏

珠峰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展为期

3年的科学考察。彭培好所在团队主要

负责野生植物资源科学考察。

“我们先后7次前往珠峰开展大

规模的系统野外考察， 并采集生物标

本。”彭培好介绍，其中耗时最长的一

次历时108天，重点调查了喜马拉雅山

南坡的8条河流流域地带。考察人员自

己搭帐篷、做饭，还要克服瘴气、蚊虫

叮咬等麻烦。那次考察中，彭培好不慎

从峡谷跌落，腰椎受伤。

考察历时3年多，根据调查，保护

区共记录维管束植物1983种， 增加保

护区新记录60科118属202种。同时，他

们还根据调查建立了珠穆朗玛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植被分类系统， 完成了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

类型分布图》，采集植物标本近2万份。

彭培好说， 他希望通过对植物的

研究， 去追逐心中的梦想———早日实

现生态文明。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没上过学，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学知

识后，她竟能写文章，并与母亲一同养兔创业。罗

燕，成都双流县黄水镇扯旗社区村民，是名脑瘫

患者。能够自食其力地生活，是她从小的梦想。凭

借超强毅力，她正走在实现梦想的路上……

“从她出生起， 就发现她和一般孩子不一

样。”说起女儿，63岁的翟春华眼中闪着泪花。记

忆中，罗燕一出生就很瘦，不能正常坐立。到了

学走路的年龄，她也学不会。12岁那年，经川大

华西医院医生确诊患有脑瘫。

行走不便，罗燕小时候都待在自家院子李，

“那时我很自卑， 除了家人， 从不与陌生人说

话。”妹妹上小学了，父母去田里忙农活，家中只

剩下她一人时，妹妹学过的书就吸引着她。妹妹

放学后，会教她基本的知识，教她如何查字典。

有了书的陪伴，一晃十多年过去，罗燕长

成了大姑娘，她爱上了写作。其中一篇名为《悠

悠寸草心》的散文，是她写给母亲的，并在电台

播放。

为补贴家用，减轻母亲的负担。罗燕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家里替人加工电线卡， 做一盒挣四

分钱，做了3个月，挣到一百六十五块八毛钱。拿

到皱巴巴的钞票，罗燕哭了，这是20多年来她第

一次靠自己劳动挣到的钱。那年过年，她把这笔

钱交给母亲说：“今年的年货我来买！”

后来，罗燕还去镇上租了一个街沿摆地摊，

做了3个月的生意，基本没赚到钱，但学会了同

陌生人交流，性格开朗了不少。

“我从电台里听到， 养兔子可能比较赚

钱。”2007年，罗燕反复思量后，向亲戚借来5000

元，与母亲分工协作，一个动脑，一个动手，搞起

了养殖。第一年，出了2000多只小兔，却病的病

死的死，最后卖出800多只。第二年，病的问题解

决了，却又遭遇罕见寒冬，兔子冻死不少。虽然

遭遇困境，但罗燕一直没放弃，最终他们的养殖

业终于见了效益。

“说不上赚多少钱，但至少贴补了家用。”

昨日在双流残疾人教育培训中心见到罗燕时，

她正在学习勾花的手艺。“梦想很简单， 就是找

份我能做的工作，自食其力生活。”罗燕表示，她

崇尚自立自强， 希望能演绎出身残志不残的精

彩人生。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摄影记者 王勤

成都改进任前廉政教育———

给新任职领导“泼泼冷水”

“作为新任职领导干部，我接受了成都

市领导干部任前廉政教育， 虽然只有半天

时间，却让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让

我认识到，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更高的风险……” 四川省成都市一位新任

职市管领导干部这样表示。

去年8月以前，成都市对新任职市管领

导干部的任前谈话和廉政谈话放在一起进

行，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在会上提要求，形

式较为单一，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

“大家都知道， 任前谈话和廉政谈话

后，他们就走马上任，都挺高兴，记住的往

往也都是组织在工作上的托付， 廉政提醒

的作用和效果不够明显。” 成都市委副书

记、 市纪委书记邓修明说，“提拔了高兴可

以理解， 但有必要在他们走上更重要的岗

位前给他们‘泼泼冷水’，让他们在高兴之

余冷静下来，深刻认识到权力是把双刃剑，

必须审慎用权、廉洁自律。”

为此，成都市纪委对任前廉政谈话进行

了改造、提升、扩容：不再与市委组织部的任

前谈话同时进行，而是单独进行；不再一谈了

之，走走形式，而是实施“看、谈、签、学、写”

五个步骤， 提供分量十足的任前廉政教育

“套餐”；集中半天时间进行“看、谈、签”，形

成强势效应，给领导干部留下深刻印象。

截至目前，成都市已有198名新任职市

管领导干部分三批“享用”了任前廉政教

育“套餐”。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5

月

28

日

03

版）

“生命如花，志愿者要

用平凡的行动去影响他人，

感动他人。” 这是成都高新

区的志愿者周少秋的感悟，

这位80后姑娘通过建立起青

春同路单身青年俱乐部，帮

助年轻人找寻生命中的另一

半。“看到大家幸福美满，我

也很幸福”

周少秋是成都高新区志

愿者协会中的一员， 自2010

年担任志愿红娘项目组负责

人以来， 专门引导单身青年

参与各种志愿活动。“过去

几年多的志愿服务， 我们项

目组由1人发展为300人左

右。”周少秋告诉记者。几年

来， 周少秋的QQ每天基本

保持10小时在线， 随时提供

咨询服务， 服务个案约3000

人， 志愿服务时数累计约近

5000小时。此外，每个月她还

将组织4次活动，从方案的构

想开始，写稿、讨论、宣传、招

募、现场带领、摄影、写分享

总结， 再到每次对参与者的

调查和后期服务跟踪， 她都

全程参与。

“我还记得是在当年的

5月13日，我担任了志愿红娘

项目组负责人， 青春同路单

身青年俱乐部也随之建

立。”周少秋说，志愿服务的形

式多种多样， 而选择做志愿红

娘就是着眼于对现代青年感情

生活的关爱，建立温馨的家，是

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因此青

春同路单身青年俱乐部通过全

年的活动， 优化、 集中关心青

年、服务青年，促进青年、企业

之间的交流， 满足单身青年交

友的需要。

记者了解到，周少秋和她的

团队，先后对外公开组织各类活

动共200余次，帮500余对单身青

年收获了爱情。周少秋个人也被

评为2012年四川好人、2013年中

国好人候选人，青春同路单身青

年俱乐部也由民政部门审批为

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志愿服务的本质其实是

一种信念的追求， 为了一种理

想， 鞠躬尽瘁， 无私奉献的信

仰。”周少秋说，这是自己在从

事志愿红娘服务中的真切感

悟。如今，青春同路单身青年俱

乐部已成为成都的一张红娘名

片。周少秋说，她最大的梦想就

是青年们以最真诚的态度相识

相聚，通过“青春同路”结交更

多朋友； 更希望全社会更多的

人，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来。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

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

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

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年制定的生产计

划，王志全能分两成收益，年收入8～9万元。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 其发源地崇州的农

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

多人。 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

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

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

全所管理的地区。

在此前几天， 由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

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四川省社科院

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以

及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 联合在崇州召开

了对这一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 专家们将此

定义为“农业共营制”。

农业“CEO”涌现

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 当时村民

以确权颁证后的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 以101.27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

年限，每亩作价900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

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

纯粹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

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

长久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

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

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农业生产。不过，

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

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

3年之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任了杨柳合

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按照2:8比

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

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

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一方面则需要

管理能力。 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从100多亩发展

到1500多亩，王志全将其分成4个经营小组，又安

排了各组负责人，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

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批量涌

现。目前，崇州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余人，

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

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 由职业经理人经

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 生产

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 约90元

（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

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星星之火已在成都形成燎原

之势。目前，成都市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7903

名。 而当地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助推这一创新

快速发展。

2012年以来， 成都市农委等部门出台了

关于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试行意见；成

都市农委、财政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出台了

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管理规定， 建立

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考核管理体系。2013年，成

都安排农民培训专项资金1200万元， 其中农

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500万元。

创新带来的可期前景以及良好政策的助

推，加速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在解决谁种

田和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站式”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不仅如此，随着土地规

模经营的扩张，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经营管理，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

品牌服务体系应运而生。

显然， 崇州试验与普遍的土地流转有着

显著不同。首先社员是经营主体，农民对土地

有控制权，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且社员有退

社自由，农民获得的是收益分红而不是租金；

土地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

种植，而土地流转有的用于非粮生产，比如花

卉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提供可复制经验

成都崇州的试验正触碰中国农业的根本

瓶颈， 吸引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来做此项

研究的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他们都来自湖北，

希望通过对这一做法的研究总结， 在自己家

乡进行复制。

罗必良表示， 就全国总体而言，30多年

来，农业经营体制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

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

动。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

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 我国农业经营格

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体现在： 一是土地细碎

化， 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 二是农户兼职

化，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三是劳动力弱质

化， 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

与妇女化特征；四是农业副业化，农户纯收

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 五是生产

非粮化。

罗认为，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

营制”， 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

型的重要突破口， 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

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

5

月

28

日第

6

版）

成都人的中国梦

向下扎根

希望找份工作，希望公司稳步发展，希望大家都维护正义，

希望更多人投身公益……普通成都人的梦想脚踏实地

罗燕，38岁

脑瘫患者

梦想：

找份我能做的工作 ，能够自食其

力地生活下去

写文章，养兔子

残疾的她

也想有个精彩人生

志愿者红娘：

希望更多人投入到公益事业

《第一财经日报》关注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成都试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他39岁时从部队转

业到成都公安系统，被分

配到新鸿路派出所成为

一名社区民警。他同时是

一名社区干部， 在去年6

月的换届选举中，被新华

社区的居民投票推选为

新一任的社区党委书记。

他叫叶绪军。

2006年， 从部队到地

方， 老叶完成了人生第一

次角色转换。“社区民警

日常事务很琐碎， 大到辖

区内大小案件， 小到社区

里的邻里纠纷，只要群众找上门，我们都得毫

无怨言地处理妥当。”老叶说。老叶的手机通

讯录里存了800多个电话号码，基本上都是小

区居民的。“殡仪馆的、管道疏通的、开锁的，

只要有需要， 我这儿都能找到号码。” 采访

时，老叶的手机不时响起，“大多数都是社区

居民打来的，每天都能接几十个电话。”

在社区摸爬滚打多年， 老叶成了一个

经验丰富的老片警。这一角色在去年夏天，

再次发生了改变。2013年6月18日， 老叶在

新华社区的换届选举中， 被居民推选为社

区党委书记。这下，老片警成了68个院落、

6648户居民的“家长”。

刚到社区工作不久， 他就接到居民举

报，称辖区内有可疑人员。一天晚上9点，他

以社区入户调查为由，进入可疑人员房内，

缴获了吸毒工具，挡获6名吸毒人员。

老叶今年47岁了。 从事社区书记工作

近一年， 老叶深切地感受到党群关系之于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梦想有一天，邻里之

间都自觉地产生自我约束的习惯， 不再需

要警察‘管’、社区‘管’，大家齐抓共建、

维护正义。”老叶说。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摄影记者 刘畅

锦江区大学生

创业基地位于三环

路琉璃立交附近，这

里集纳了大量大学

生创业的小微企业。

李响成立的公司，就

位于这栋大楼的11

层。在这个十几平方

米的办公室内，公司

创始人李响和几名

员工正在工作。

李响是四川达州人。2009年，他大

学毕业后，先后进入上海、成都的几家

企业工作。2013年，积累了一定的行业

经验后，李响意识到，自己应该大胆的

创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他找来

朋友作为合伙人， 并在网上查询了解

到， 锦江区团委有一个大学生创业基

地，对大学生创业有扶持政策。于是，

他们带着自己的创业项目来到这里。

经过评委的研判， 他们的项目成功通

过，可以入驻锦江区大学生创业基地。

他们得到的政策扶持是， 第一年免房

租，第二、三年房租减半。

于是， 李响用4万多元积蓄购买电

脑设备，开办了自己的游戏美术设计公

司。公司成立之初，好不容易找到一笔3

万多元的单子———给一批游戏角色设

计形象。李响和同事提前把角色形象设

计出来， 而且根据对方的要求不断修

改，直到对方满意。最终，他们的认真打

动了对方，成功接下这笔单子。

去年下半年， 他们又接到了一个

整个游戏的美术设计的单子， 总费用

达到14万多。 这个单子让公司稳定下

来，并逐渐步入正轨。今年以来，他们

共接到了40万元的单子了。

李响希望公司稳步发展下去。接下

来，他筹划着公司从美术设计转型为游

戏研发，“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他梦想着，能拥有一款自己的游戏。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梦想：

有一天，邻

里之间都自觉地

产生自我约束的

习惯，不再需要警

察 “管 ”、 社区

“管”，大家齐抓共

建、维护正义

叶绪军，47岁

社区民警、社区干部

穿警服的社区书记

给68个院落当家长

梦想：

公司从美

术设计转型为游

戏研发， 研发一

款自己的游戏

先就业再创业

想做款自己的游戏

李响，29岁

小微企业负责人

梦想：

青 年 们 以

最 真 诚 的

态 度 相 识

相聚；全社

会 更 多 的

人 投 入 到

公 益 事 业

之中

周少秋，

80后

志愿者

城

市

普

通

人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