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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做沽名两面人

不解放思想
连条标语也制不好
■ 毛建国

最近，郑州地铁标语在网上火了，甚至一度登
上了新浪微博热搜榜。这组标语的主要内容，是
以网络化、接地气的语言倡议大家多读书。比如，

“读书是高段位的化妆术”“读诗三百首，不做单身
狗”“体肥还须少吃饭，想美就要多读书”……

通过各种标语、口号来推进工作，是基层治理
中的一种常见思路。过去确实出现过许多家喻户
晓的口号，很多人正是在标语下成长的，其价值观
和行为方式，都曾受到一些标语的影响。不过，以
前有很多标语显得过于刻板，难以让人接受；有些
标语甚至“杀气腾腾”，让人不寒而栗。如“宁可血
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打出来！坠出来！流出
来！就是不准生出来！”这样的粗暴标语，不仅达不
到应有目的，还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格格不入。

有什么样的时代风貌，就有什么样的时代标
语。近些年，在标语制作方面，解放思想的迹象越
来越明显。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标语，基本已成过
去时，一些人性化、接地气的佳作则越来越多地出
现。郑州地铁的那些标语能让人眼前一亮，就在于
这些标语通俗上口接地气，符合近几年的新话语体
系。这也再次说明，标语其实可以制作得非常精
巧。如果其他情境中的标语也能如此新颖别致，何
愁标语没人看？又何必担心标语会引起人们反感？

从媒体报道可知，这些标语是开发商的广告宣
传文案，并非政府部门制作。有网友因此认为，应该
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在制作标语的问题上，确实可
以借助民间力量，甚至可以交给专业的策划公司。
但我们也要看到，政府部门其实并不缺精英，能不能
把标语做好，归根结底还是看能否解放思想。

“思路一变天地宽”，能不能做好标语，说到底
还在于能否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你可能连条
标语也制作不好。这些在郑州地铁深受好评的标
语，其实并没有太高的文字技巧，关键还是思路很
开阔。如果打开了思路，类似好标语就会滚滚而
来；反之，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圈圈里，即便有再高
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未必能想到，更未必敢用这些
接地气的标语。

■ 萧海川

12 日正式入伏，暑热难耐，不少
地方开启“烧烤模式”。诸如“本市气
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再度提升高温
预警等级”的新闻不绝于耳。“原想空
调 wifi 西瓜，却热得差不多能出锅撒
把葱花”的调侃，更让人忍俊不禁。

可调侃终究是调侃，酷暑还得认
真应对。铁路罐车熔接工、空调安装
工、道路养护工、室外建筑工、送餐快
递小哥等职业人群，无不是头顶烈日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对高温下的劳动
者而言，更多落到实处的防暑降温措
施才能带来真正的清凉。

一些清凉之策已在路上。中华全
国总工会日前下发通知，督促用人单
位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适当减少高温
时段作业和减轻劳动强度。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也从7月3日起，开展为期
一月的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
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用人单
位是否遵守高温津贴规定被列入重点
检查内容。此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等四家单位还曾制定过相关办法，对

高温户外工作时间、劳动工资和津补
贴等做出规定。

但清凉之策从纸面落到地面，还
需再加一把劲。这背后既要有常态
化的工作部署、督查检查，还要激发
基层劳动者挺直腰杆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底气。一段时间以来，以高温
津贴为代表的防暑降温措施，被一些
用人单位轻视、忽视，甚至无视。有
的劳动者不了解高温停工、高温津贴
等待遇，即便知悉一二，也不敢向用人
单位提出意见。

好规定遭遇落地难的背后，折射
出部分用人单位不正确的人力资源观
念。这种观念说到底，是对劳动者的
不尊重，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说明
基层人社部门、工会组织等机构尚需
形成合力、积极作为，倾听普通劳动者
的呼声，加大普及相关劳动权益知识
的力度，矫正部分用人单位的错误观
念，从而真正为普通劳动者在酷暑中
撑起一片阴凉。

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
热。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凝结着无
数劳动者辛勤的汗水与付出。应对

“烧烤模式”，还需更多清凉之策，更需
将好政策落实到位，这份清凉是劳动
者们应得的回报。

■ 张成林

近日，我省首批全流程互联网“不
见面审批”试点项目上线，共涉及 15
个单位 48 个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
项，这意味着，坐在家里，打开电脑，点
点鼠标，无须跑腿，某些政务审批就可
全部搞定。

以往，繁琐冗杂的行政审批让群众
不厌其烦，审批难成为群众抱怨的槽
点、痛点。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痛下决

心，解放思想，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改进服务，逐
渐去繁就简，形成全省“一张审批网”。
如今，“不见面审批”试点上线，不仅办
事更方便，服务群众更快一步，而且程
序更透明，因而获得了群众的好评。

行政审批在理念革新、方法创新
中，更好地解决了群众的痛点、难点，
这充分说明了服务群众必须因时而
治，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当前，依然存
在一些部门、工作人员，在服务群众中
墨守成规，习惯将问题归结为现有的
机制、制度的弊端，以求撇清责任，显
得自己也“爱莫能助”“无可奈何”，而
不思去改进，以便更好地解决难题，这

显然不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当
前，全省上下正在开展大研讨大行动
活动，我们要借此机会，深刻查摆问
题，扫清体制机制的障碍，提升人的服
务意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从而更好
地服务群众。

更深一层看，革新理念，创新服务，
在快速便民的同时，还可减少甚至杜绝
腐败等乱象产生的空间。俗话说，夜长
梦多。同样，不管是时间、空间还是程
序，倘若服务群众的距离拉长了，诉求
的解决总是“飞一会儿”，那么，这期间
就可能滋生各种问题。现实中，这样的
案例并不少见，如有些工作人员喜欢把
群众的诉求在手里“压一压”，以此来显

示手中权力的重要性，好为索要好处创
造条件。对于一些喜欢“压一压、推一
推、拖一拖”的工作人员而言，事情办多
办少都一样，办好办坏无所谓，自然任
性；但对于企业而言，各种审批则是等
不起、拖不得的时间、金钱等机会成本，
是被人拿捏住的命门，如此一来，就有
可能滋生各种腐败问题。

服务群众的速度，与政府形象的
好坏，往往呈正比例关系。服务速度
越快、效率越高，政府形象提升得就越
快。这服务速度从何而来？关键在于
管理者能否开动脑筋，创新方式方法，
多寻为民之策。这从人们对“不见面
审批”的积极反应中可见一斑。问题

总是层出不穷的，但解决问题的对策
不能拖延不决，只要紧贴问题走，及时
发现问题，找出对策，解决问题，就能
获得群众的多方点赞，进而不断改善
政府部门形象。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
多。服务为民要积极“除湿”，通过及
时革新理念、创新方式方法，挤掉服务
中不合理的“水分”。既然“除湿”，就
要找准不实之处，找准各种问题和不
足。我们要利用好当前正在开展的大
研讨大行动活动，把服务群众中的问
题和阻碍找准、找实，围着需求走，盯
着问题改，在创新服务中方便群众，不
断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创新服务中方便群众

应对“烧烤”需多施清凉策

据媒体报道，有人表面信马列，
背后拜鬼神；有人台上清正廉洁，台
下贪污腐化……一些人在领导岗位
上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一套背后
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两面
人”。在当前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一
些“两面人”更会演戏，隐藏得更深。

从最开始表演、作秀，渐渐迷失
自我的“两面派”，到如今伪装、分
裂，愈陷愈深难以救赎的“双面人”，
一些官员的表面功夫越来越厉害，

“画皮”让人难辨真假。虽然这些演
技派官员为数不多，但危害却不小，

一旦现出原形，给人们造成的认知
反差大，影响更恶劣。他们是潜藏
在干部队伍中的败类，必须要清理
出来，为民除害。对此，纪检监察干
部要不断提升本领，练就“火眼金
睛”，扫除伪装成好干部的“变色
龙”。这正是：

演戏干部满套路，
做人变脸如翻书。
总是沽名钓清誉，
识破伪装悔当初。

（图/朱慧卿 文/饶思锐）

“葛宇路”打脸
折射政府慢作为

近日，一则《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
以自己命名的路》的文章在网络上引
发热传。文章称，一位名叫葛宇路的
学生寻找地图上的空白路段，并贴上
自制的“葛宇路”路牌，随后被高德地
图等地图收录。（7月12日人民网）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条路，看似
有趣，却不符合相关规定，我国《地名
管理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一般不以人
名作地名”。这条“葛宇路”虽然是个
闹剧，却折射出电子地图存在把关不
严、审核不严的问题。

同时，出现这场闹剧，相关部门也
难辞其咎。这条路从2007年就有了，
2013年才被葛宇路命名为“葛宇路”，
这条路“出生”至今已有 10 年仍无官
方命名，简直是“打官方的脸”，这足以
反映了这背后相关部门对地名规范管
理的滞后和缺位，相关部门慢作为之
慢令人发指。对此，相关部门应深刻
检讨，给公众一个说法；同时，这条路
不妨就以“葛宇路”命名，并把其当成
政府部门慢作为的警示牌，时刻敲打
相关部门。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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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打造当地特色农业品牌

儋州绿壳鸡蛋成农民致富“金蛋”

绿壳鸡蛋，作为一种特色
农产品，已经走向普通百姓的
餐桌，我省多个市县均有生
产，但没有形成品牌。在儋
州，绿壳鸡蛋则成功地被打造
成当地特色农业品牌，通过
“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成为了贫
困农户脱贫的一条新路子。

顺着林间的小道穿行，儋州雄起珍禽良种
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蔡堂瑞在一片绿色的
山林面前停住脚步。绿色的山林间到处都是
乌骨鸡，有的在饮水，有的在奔跑，有的卧在一
角安静地下蛋。在山林旁边建有一个专业的
养殖基地，集养殖、培育、孵化为一体，整洁干
净卫生。

走进养殖基地，一眼就能看到“干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的十个红色的大字标语。“我
们自己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
给农户的承诺，坚决不让农户吃亏。”蔡堂瑞坚

定地说。
“我们不是给贫困户卖鸡苗，而是跟踪每一

个贫困户，从头到尾系统地扶贫。”蔡堂瑞说，为
了将产业扶贫落到实处，切实尽到一个企业的
责任。蔡堂瑞要求每个村成立一个合作社，合
作社由他们对接，他们系统的向农户进行技术
培训，以成本价向每个农户供给鸡苗，饲料款由
后续产蛋以后回收抵扣，让每一个加入到合作
社的农户都能赚到钱。

据统计，每户农民饲养500只绿壳蛋鸡，购
买脱温绿壳蛋鸡苗500只，建设鸡舍50平方

米，购买产蛋箱及相关配套设施，投资预算约
2.7万元。每只绿壳蛋鸡年产蛋120枚，500
只年产蛋6万枚，可获利约4万元。

儋州市畜牧兽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进
一步做大儋州绿壳鸡蛋品牌，发挥其增收脱贫
的作用，政府扶持农民建设鸡舍、购买脱温鸡
苗、产蛋箱及相关配套设施，绿壳蛋鸡饲养过程
中饲料、兽药、水电、人工等费用由农民承担。
同时，要求结对帮扶干部具体跟踪落实，协调做
好服务。当地镇、村动物防疫人员负责防疫注
射和各种技术服务。

走“专业合作社+农户”脱贫之路

57岁的王英丹是木棠镇谭乐村的贫困
户，一家七口人，家中仅有三亩多水田。“家
里穷，农闲时候就去帮人家割橡胶或者去打
打零工。”王英丹窘迫地搓了搓手表示，然而
即使这样，一家人奔波一年才能收入一万元
左右，总是入不敷出。

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只看你愿不愿意改
变。通过别人介绍以及政府的鼓励，王英丹一
家人决定加入专业合作社养鸡。从去年6月份
加入合作社，经过一年多的饲养，王英丹家养
殖乌骨鸡已经开始产生经济效益，这让王英丹
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王英丹家附近的树林里，远远就能看
到成群的乌骨鸡在奔跑觅食，叽叽喳喳的声
音不绝于耳，乌骨鸡飞上飞下甚是热闹，王英
丹笑容满面在树林里拾鸡蛋。王英丹表示，
他们家养有约4000只乌骨鸡，现在平均每天
能有数百枚鸡蛋，他们家早已脱贫，按照这样
的节凑，致富奔小康的日子也不远了。

据木棠镇相关负责人岑题科介绍，当地
人多地少，而且缺水严重导致种粮食收成很
不稳定。当地引进了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
业专业合作社，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通过技术指导，
让贫困户本身增加职业技能，通过产业扶贫
让更多的贫困户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岑
题科说。

绿壳鸡蛋助农户增收脱贫

雄起合作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作用，引
起儋州市政府的关注，并以实际行动予以大力
支持，将绿壳鸡蛋纳入儋州市打造农业知名品
牌计划的同时，引导其带动农民增收脱贫。据
了解，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社是儋
州市重点项目，也是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示范
社。主打产品为“儋凤”牌绿壳鸡蛋及乌骨鸡，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社员”的发展模式，
合作社负责生产组织、产品回收及为社员提供
技术指导，社员负责生产，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
来，生产出安全高品质的禽蛋产品。

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社销售经
理张珊梅介绍，目前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
业合作社共有35万只鸡，日产蛋量达到2万枚，
合作社社员有106户，其中贫困户有60户，分
布在光村、峨蔓、三都、大成等镇，木棠镇以村为
单位成立了12个专业合作社，农户饲养乌骨鸡
最多的有5000只。据了解，目前，该基地打出
了“儋凤乌骨鸡”品牌，除在省内的三亚、海口等
地销售外，还远销湖北、北京、上海等地。

一年多来，无论是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
专业合作社，还是被帮助的贫困户，亦或是加入
合作社的普通农户，对于“儋凤”牌乌骨鸡绿壳
鸡蛋都倾注大量心血。让蔡堂瑞印象深刻的
是，去年10月份“莎莉嘉”台风肆虐时，他们和
养户一起抢救黑鸡，尽量让损失降到最低，这种
坚守相望让他格外感动。

故事发生在木棠镇邓屋村，村里合作社的
鸡舍在村周围的树林里，雨下的很大，鸡舍里的
很多鸡被困在树林里，但山洪很大，低洼处的浅
坑触不及防，一脚踏空就有可能被山洪冲走，蔡
堂瑞喊着“算了吧，不要去了，完了之后我再补
鸡苗给你们。”可看着已经辛辛苦苦养了三个多
月快要产蛋的乌骨鸡，村里的社员都不愿意放
弃。最终，蔡堂瑞和员工还有村里的社员一起
手拉着手、趟着洪水抢救了大部分乌骨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2016年上半年开
始，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配合木棠
镇开展产业扶贫到现在，蔡堂瑞和他员工真心
的付出，使得绿壳鸡蛋的养殖规模也越发壮
大。蔡堂瑞表示，下一步将会在峨蔓镇茅园村
委会蔡屋村打造1100亩新基地，帮助更多的贫
困户脱贫致富。

“干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销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珊梅

联系电话：15812813790

联系地址：海南省儋州市鼎尚互联网产业城C2—312室

（本版策划/周月光 撰文/陈栋 周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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