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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食堂与民共享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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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更有内涵 海南散发魅力
■ 李豪杰

服务群众不能
堵在“最后一公里”

■ 覃兰

观察

@新京报：南开校长被指论文
造假，期待“公允调查”。近日，南开
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
被指有 18 篇论文涉嫌造假，论文实
验图片也存在 PS 痕迹，一时引发热
议。论文造假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
有损职业共同体声誉的恶性事件，是

“学术高压线”。也正因为学术造假
的严重性，就需要匹配严肃程度相当
的审慎调查。我们没必要对曹雪涛

“一棒子打死”，南开大学也无须背上

沉重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如何公开、
公正地对待此事。我们不妨把结果
留给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期待问题
尽快“水落石出”。

@南方都市报：回收快递纸箱不
如设法精简快递包装。今年“双
11”，多家快递公司推出纸箱回收政
策，可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效果不理
想。对于快递纸箱等外包装带来的
浪费与污染，回收并不是最好的办
法，可能精简快递包装才是更好的

选择。但精简快递包装面临不少现
实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同样也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光明网：砸锅卖铁2亿元建高
中，建完之后呢？日前，云南省贫困
县绿春县砸了2个亿建高中的话题，
引发广泛讨论。贫困地区在教育投资
上适度超前，值得嘉许也值得推广，
但学校建起来之后还是得考虑到高
水平投入的持续性问题。毕竟这是一
场长跑，更值得投资的地方还在后面。

当书博会散发出的浓浓书香还在
海棠湾畔飘荡，一场场广受关注的演
唱会又让小岛沸腾。无论文雅之风，
还是文娱之乐，在海南迷人的风景里，
更得其时、更彰其美、更显其韵。如果
说“旅游热”是海南不变的符号，那么
今天我们该用“文旅热”去形容她华丽
的转身。

文旅融合，让更多人看到更丰富
的海南之美。今年 4 月，博鳌亚洲论
坛期间 2000 余名中外嘉宾走进美丽
乡村会客厅，纵论国际风云变幻，感
受海南别样风情。8 月，琼海举行潭

门赶海节活动，在并非海南旅游旺季
的一天里让小镇吸引游客 8 万余
人。12月，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将盛大开幕，140 家国际及国内优质
影视企业机构参加，将让海南国际旅
游岛这张名片更亮更出彩。一年多
来，在我省举行的历次集中签约开工
仪式上，一个又一个文化类企业、文
化类项目在海南找到新的方向……
文旅融合，为海南注入更有特色、更
具内涵、更加新颖的旅游魅力和发展
潜力。海南正在文化与旅游的相互
融合、相互碰撞、相互促进中向中外
游客展示着这座度假天堂的千般变
化、万种风情。

海南文旅融合所彰显的文化内

涵是内生的，不是生搬硬套、简单相
加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越是特色的，才越能征服人心。海
南文旅融合释放的吸引力便来自于
海南独特的文化魅力。事实上，海
南从来就不只有令人沉醉的风景，
更有让人回味的文化。“九死南荒吾
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儋州东
坡书院里，晚年苏轼完成了他对人
生的感悟，也为这片土地打上了不
可磨灭的文化烙印。“但愿群才奋
起，莫负斯楼。”在海口市五公祠内，
古时先贤不屈的爱国之志时刻激励
着 遇 挫 的 灵 魂 、充 实 着 漂 泊 的 心
灵。神箭冲碧宇，蛟龙下五洋。这
片海天相连的地方，不仅怀抱着面

积占全国三分之二的海洋国土，还
生发出中国人对星辰大海的不懈探
索……这些或是令人神往、或是给
人慰藉、或是授人启迪的文化元素，
让人们能够在海南找到梦的起点、
心的皈依。

海南文旅之美需要用心打磨，也
需要用心发现。在别样的风景里感
受别样的风情，你看到的海南之美才
会更有深度、也更加生动。恋爱中的
男男女女可能到过天涯海角或者鹿
回头去见证海誓山盟的爱情，但未必
踏进古老的黎族村落嚼一嚼槟榔、过
一过三月三。冬季飞来的“候鸟”大
军可能脱下棉服跑在海口滨江路上
感受过气候地域分异带来的温暖，但

未必站在海口公园海南革命烈士纪
念碑下去感受碑文释放出举国一致
的家国情怀。排起长队的购物达人可
能在三亚免税城里精心挑选过“实
惠”的奢侈品，但未必真的买过黎锦、
椰雕等闪耀着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
的海南特产……海南旅游，就像一块
多变的魔方。人们越是探索，越能感
受她的神奇和惊喜。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
见。”这是习近平主席曾经用来欢迎各
国来宾的句子，也是海南人民热情、淳
朴性格的生动写照。海南就是这样一
座能够给人愉悦、让人向往、惹人留恋
的宝岛。走过千山万水，海南始终是
我们心底最美的诗和远方。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食堂周末
向社会开放引起关注。

服务中心开放“周末食堂”，本质
是为民服务。该区域内景点众多，人
流量大，但附近就餐点却比较少，用餐
不方便。服务中心向社会开放“周末
食堂”，不仅能将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与民共享，而且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群众“用餐难”的问题。

开放“周末食堂”的意义，不仅
在于解决群众“用餐难”，更拉近了
政府机关和群众的距离。长期以
来，在民众眼中，政府机关庄严神
圣，管理森严，这一刻板印象像一堵
无形的墙，挡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让
民众望而却步。服务中心面向社会
开放食堂，用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让
群众有机会走进“机关大院”，共享
政府机关的服务。

实际上，开放机关食堂，余杭区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并非第一个；而政府机

关向社会开放公共服务，也不只有食
堂。早在2012年，广州等地有多家沿街
政府机关向社会开放厕所；今年9月，山
东威海错时开放77家政府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停车场，推出6000多个车位供市
民停车。吃饭、停车、上厕所，都是生活
中的小事，但就是这些小事，切实影响
着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如何帮助群
众解决这些小事，正是政府公共服务
的重要内容。从开放厕所到开放停车
位再到开放食堂，我们可以看到政府
机关一步步打掉“围墙”，向社会开放
公共服务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的背后，是政府机关服务
意识和服务理念的转变。服务态度，正
逐步从被动的“等人上门”转变为主动
为民着想，开放服务；服务内容，也从工
作类、政务类服务转变为更加细致、更
加温馨的生活服务。从这些转变中，我
们可以感受到政府机关正在逐步摆脱

“高冷”的形象，变得更加亲民，更有温
度。笔者相信，这种转变必将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企事业单
位、高校的食堂、停车场、图书馆等公共
服务对外开放，促进城市资源的共享。

日前，乐东尖峰镇抱罗村村民麦亚原反映，他
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后，2年前钱已按时拨到镇政府
的账户上，他家应得的190多万元补偿款却在政府
账户上睡了2年的“大觉”，他认为原因在于抱罗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麦某与他家有矛盾，始终
不肯签字。对此，麦某回应，村民小组有人提出异
议，他不敢签字，否认公报私仇。目前双方正在通
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11月18日《南国都市报》）

征地补偿款为何在政府账户上“沉睡”了两年
之久？不管其中遇到了何种阻扰，村干部为什么
没有及时找出应对之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将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这是对党员干部的
起码要求。法律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
障，是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终救济手
段，当它成为人民群众处理因我们党的干部不作
为慢作为而引发矛盾的最无奈手段时，相关党员
干部应该感到脸红。人心恶虚贵重实，群众认干
不认说。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不想着怎么
去解决，而把主要心思花在推诿解释上，那都是无
济于事、无法实际解决群众所求的。能不能及时
为群众排忧解难，这其实是一块考验党员干部人
民立场坚定不坚定、群众感情实不实的试金石。

村干部是距离农民群众最近的人，也是连接
党的政策与农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桥梁。农民
群众遇到困难和问题，第一个最有可能找的就是
村干部。这是农民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更是对
于党和政府的信任。村干部如果不作为慢作为，
农民群众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党和政府关于帮扶
农民群众的一系列政策就会被堵在“最后一公
里”，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
久而久之，农民群众对村干部和党的基层组织的
信任感不强，党群干群关系就将日渐疏远，就可能
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
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
众。“最后一公里”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公里”。
村干部工作在群众身边，理应树立起为民服务的
责任担当，牢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面对人民群众提出
的问题，要扑下身子去解决，要当好群众身边的

“贴心小棉袄”，决不能让服务群众堵在“最后一公
里”，也切莫让“最后一公里”变成“最长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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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政府先行。潭牛文昌鸡公司推行
的“企业+农户”产业模式，正是得益于文昌市当
前大力推行的文昌鸡产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文昌鸡专业化、规模化迅速发展，最
主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公司＋农户”模式的推广，
通过“统一提供种苗、统一供应饲料、统一技术服
务、统一销售结算”，不但有利于规范管理，降低成
本，还有利于标准化生产，提高品种质量，增强抗
风险能力。同时，有效化解供需矛盾，防止恶性竞
争，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共同脱贫致富。

“要想打好品牌、打响品牌，产业规模的不断
扩大显得尤为重要，‘公司+农户’的模式则恰好为
其提供了破题之道。”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朱敏
介绍，文昌市将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在未来3至
5年内实现文昌鸡产总产值达100亿元的“小目标”。

不仅如此，文昌将结合全省禽畜资源状况，通
过潭牛文昌鸡公司等大企业的带动，将科研、种业
（选种、育种、扩繁）、养殖、饲料、加工、冷链、包装、
学校、文昌鸡文化园等纳入文昌鸡全产业链发展
布局，引领并推动文昌鸡的产业化、标准化、规模
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实现品牌价值，力争到2029
年实现年总产值达1000亿元的“大目标”。

谋定而后动。文昌市政府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文昌将立足当前，创造条件一步一个脚印把文
昌鸡产业做成品质一流的精品产业，使文昌鸡真
正变成“金鸡”“世界鸡”，成为农民脱贫致富和振
兴文昌经济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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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牛文昌鸡公司助力精准脱贫，为农户送鸡苗送技术并负责回购

致富鸡送上门 养殖户尝甜头

11月17日清晨，当第
一缕晨光穿过薄雾，文昌
市潭牛镇来仪堆村村民
罗豫杨已经在鸡舍里忙
了起来，“等会鸡苗就要
送过来了，我得赶紧把鸡
舍收拾干净。”罗豫杨一
边清理鸡舍，一边乐呵呵
地说道。

今年6月份，罗豫杨
作为村里的养鸡专业户，
在政府的引导下正式加
入海南（潭牛）文昌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潭
牛文昌鸡公司）的养鸡产
业，不仅销路不愁，而且
收入翻番，尝到甜头的罗
豫杨如今干劲十足，信心
满满。

在文昌，像罗豫杨一
样积极参与养鸡的农户
并不是个例，近年来，文
昌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文
昌鸡产业作为当地特色
农业，通过多举措不断加
大发展力度。如今文昌
鸡产业已成为文昌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之一，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渠道。

在“无鸡不成宴”的海南，无论是
逢年过节，还是走访亲友，鸡都成了
待客的佳品。而文昌鸡作为文昌一
张响亮的名片，它不仅是“海南四大
名菜”之首，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和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文昌县志》记载，文昌鸡已有
500多年的历史，相传明朝时期，人们
发现文昌县的潭牛镇村前村后长满

榕树，树籽满落地上，家鸡啄食而生
长，食之味美，被赞曰“鸡出文化之
乡，鸡也香甜，真乃文昌鸡也”。于
是，鸡便因此而得名为“文昌鸡”。

“文昌鸡原产地在文昌，优越的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铸就了文昌鸡香甜
嫩独具特色的肉质风味。”海南（潭牛）
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介
绍，文昌鸡属于肉用型地方良种，具有

头小、颈小、爪小的“三小”，颈短、爪短
的“二短”和胫骨呈三角形等特征。

不仅如此，文昌鸡鸡冠高而红，羽
色以红麻羽为主，羽毛光亮，毛孔小，
活禽卖相较佳。煮熟后鸡皮呈细腻网
纹状，肤色偏白，皮薄肉嫩、肌间脂肪
丰富，鸡味香浓，在华南地区、港澳以
及东南亚一带国家久负盛名。

潭牛文昌鸡作为文昌鸡原种产地

潭牛镇的优质品种，如今在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也迎来了
千载难逢的大好“鸡”会，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游客来到海南，潭牛文昌鸡作
为首选菜肴不仅越来越受青睐，也成
为众多游客的伴手好礼。张庆介绍，
每年一届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由潭
牛文昌鸡公司生产的文昌鸡被指定为
美食产品，美誉度不断提升。

“这批鸡养得不错，春节前就能
出栏了，到时公司还会包回购，销路
不用愁！”文昌市公坡镇大品村的养
殖户韩亮已有10年的养鸡经验，但由
于市场价格不稳定、鸡苗品种参差不
齐、技术条件低等多种原因，一直没
有形成养鸡规模，收入也不稳定。

今年5月份，在政府的号召下，韩
亮开始与潭牛文昌鸡公司合作。“采
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养殖，又有技术人
员帮忙培训养殖和防疫技术，收入不
是问题，上一批养殖的1万多只潭牛

文昌鸡已经出栏了，净赚7万元呢！”
韩亮高兴地说。

韩亮发展养鸡产业走出一条精
准脱贫的新路子，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性作用，全村及周边养殖户都纷纷与
潭牛文昌鸡公司展开合作，踏上增收
致富的路子。

潭牛文昌鸡公司小龙事业部副
总经理李攀介绍，今年以来潭牛文昌
鸡公司积极加入到文昌市脱贫攻坚
工作中，充分运用“公司+农户”模式，
全方位、全覆盖助力脱贫攻坚。

一方面，针对有劳动力、有养殖场
地的农户，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
药品、疫苗，并配备具有丰富养殖经验
的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指导、质量验收
和销售等工作。另一方面，针对有劳
动力、无养殖场地的农户，公司则采取

“公司+村集体+贫困户”模式，由村委
会牵头提供场地，公司垫付资金、指导
建棚，贫困户参与劳动。此外，针对无
养殖经验的农户，公司将提供28日龄
以上的鸡苗，以此降低养殖技术门槛。

截至2019年10月底，潭牛文昌

鸡公司在文昌市公坡、锦山、潭牛、宝
芳、铺前、昌洒等多个乡镇实施农业
产业扶贫，跨镇域联结带动贫困户
110家，惠及贫困人口440人，已带动
农户养殖出栏文昌鸡累计87万只，给
农户带来261万元的创收。

潭牛文昌鸡公司负责人介绍，伴
随潭牛文昌鸡公司今年营业规模的高
速增长，预计明年在全省投苗1564万
只，其中大部分投在文昌市，农户年出
栏文昌鸡1183万只，按一只鸡3元的
利润，预计将为农户创收3549万元。

先天优势 孕育独特良“鸡”

形式灵活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加快培育 打造千亿级支柱产业

韩亮在给鸡喂食。
本版图片均由 阮琛 摄

文
昌
公
坡
镇
大
品
村
，村
民
韩
亮
养
的
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