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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立功

近日， 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成立
“网上群众工作部”。这个部门负责网
上民情收集、网民诉求办理，全市116
家单位在线驻守回应民情，老百姓不
受时间空间限制 ，变 “上访 ”为 “上
网”，足不出户、轻点鼠标，更方便、更
快捷地反映诉求。 政府部门及时回
应，解决问题，让老百姓感受党委、政
府勤政为民的真心和诚意。

据介绍， 这个 “网上群众工作
部 ”，整合了武汉 “12345”市长热线 、

阳光信访平台等网上服务职能，拓宽
受理方式，构建市、区、街道三级联动
的网上群众工作平台，让老百姓“多
上网、少跑腿”。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
关键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及时解
决人民群众的困难， 化解各类矛盾，
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 。然
而，少数地方或部门，解决群众诉求
还存在“懒、拖、推、躲、糊、捂”等突出
问题， 群众对此十分痛恨。《人民日
报》曾经对干部下基层“身到心不到”
的种种现象进行批评：有的干部下村

和村干部匆忙握个手，寒暄两句就往
回走；有的女干部踩着高跟鞋、撑着
遮阳伞到乡下跳“迪斯科”；有的领导
坐着小车进村，见到要求解决问题的
群众，立马退回车内、打道回府。种种
现象说明，少数干部依旧热衷做表面
文章，撸起袖子搞“摆拍”。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要面对
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
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
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
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这就

为党员干部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
众工作指明了方向、给出了方法。

实践证明，要更好地履行政府职
能，赢得群众的尊重和支持，就必须
为群众付出真情，付诸实干，扑下身
子抓重点、抓难点、抓热点，俯下身子
听民声、察民情、会民意。党员干部当
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好
坏的唯一标准，带着感情、带着责任
做服务群众的工作。武汉市成立“网
上群众工作部”， 彰显了为民服务的
真心和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真心
与诚意，值得各地借鉴。

袁浩

长沙市住建委近日发布通知，为
提升物业管理工作水平，长沙市将为
各社区(村)配备物业专职社工，招录
工作也将在近期启动，6月30日前完
成。

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 物业
管理已经成为城市管理、 社区建设的
一个关键问题。 不少市民都遭遇过物
业方面的烦心事， 如小区楼内堆放杂
物无人清理、家中下水道发生堵塞、电
梯出现故障等情况， 常常需要多次往

返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寻找解决办法，
但仍可能收效甚微。 在遇到社区物业
方面的问题时能有专人进行协调解
决，成为小区居民翘首以待的事。

如今专职社工来了，这些问题有
望迎刃而解。从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
责人的解释来看，物业专职社工进驻
社区后，将专职负责参与和指导业主
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筹建和成立、物
业服务企业的选聘、 物业管理巡查、

物业法规宣传和指导、物业维修资金
的使用、 划拨及管理等多项职责。这
意味着，过去因为一些物业服务不到
位，或者业主和物业之间配合不力出
现摩擦，或居委会和业委会工作起来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 “心有余而力不
足”的情况将得到有效改善。

早些年，“社工”一词对公众来说
还比较陌生，如今，越来越多的社工
已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社工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工工作的专业化
就是其发展方向。

专职社工在运行之初就要严把
职业门槛、推进持证上岗，着力于打
造培养一批专业型社工人才，并加快
建立社工机构质量服务等级体系，健
全规范运作、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
平竞争等机制。同时，还要加强对专
职社工的常态监管和动态考核，保障
专职社工的各项福利待遇，激励专职
社工深耕细作，增强公众对社工服务
的认同感，让专职社工服务变得越来
越规范、高效、常态。

脱贫攻坚来不得
“小聪明”
近期有记者调查发现 ，个别地

方的扶贫工作有 “脱实向虚 ”的倾
向 。有的急于脱贫摘帽 ，片面追求
短期收入超过贫困线 ， 贸然上项
目 ，透支财力物力 ；有的专挑易见
效果的进行扶贫 ，忽略了深度贫困
户 ；有的孤寡贫苦老人家里竟摆上
了跑步机 ，打造 “扶贫景点 ”令人哭
笑不得。

这些情况背后， 无不是急功近
利的政绩冲动在作怪。 脱贫攻坚越
往前推进，就越要防止玩虚功、搞花
架子的“小聪明”。

文/图 朱慧卿

“网上群工部”彰显为民真心
毛建国

北京大学保安“成群逆袭”近来
广受关注。有报道称，过去20年，北
京大学保安队先后有500余名保安
考学深造， 有的甚至考上研究生之
后当上大学老师。

逆袭的不仅仅是北大的保安，
媒体也报道了其他高校保安的传
奇。比如，大庆保安以优秀成绩被天
津大学录取， 而中山大学保安杨顺
在工作期间自学英语， 并为外国留
学生补习中文， 与一位来中大留学
的瑞典姑娘上演了 “现代版童话爱
情故事”。相对于原来的轨迹，这些
保安的人生确实可以称得上 “逆
袭”。

保安的逆袭与大学的气质有
关。在大学校园里，不仅有着可亲可
敬的教授们， 还有着勤学上进的同
学们。“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

涅，与之俱黑”。身在这样的环境，大
学保安有着人生规划， 愿意为未来
努力，是人之常情。

不仅是在大学，在整个社会，都
有着一群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他们
起点可能不高，他们出身可能一般，
但他们有着一颗上进的心， 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出彩。而且，
这种对人生梦想的追求， 不仅仅是
谋求地位的改变，很多人有着“诗和
远方”，不愿意把生活庸俗化、把未
来功利化。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 如何营造
一种健康的生态， 让更多人拥有梦
想，让更多人实现梦想。“旭日阳刚”
和“西单女孩”的出现，曾经给歌坛
带来了别样的风景。 与其说这是一
种文化现象， 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
象。单从演唱技巧上讲，他们未必有
多高超，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就是那
种不甘平庸、奋力向前的精神。

不甘平庸是人生出彩的姿态

社工进社区 服务更精细

杨玉龙

日前， 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在
第六届湖南省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
大会上要求，把“人民满意”作为公
务员的最高追求。而近日，某地一位
市民通过官方网站反映一件事，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帮忙解决。 孰料过
了一段时间查询，得到的回复是“正
在处理”， 又过了一段时间再去询
问，回复还是“正在处理”。近年来，
各地各部门通过搭建政务网站、领
导信箱、热线电话、官方微博等各类
平台， 不断拓展群众诉求渠道。但
是，经常出现的“正在处理”往往没
有了下文。

“正在处理”，很显然与正在提
倡的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
腿”格格不入，甚至在一定情形下是
背道而驰的。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媒体总结的 “新衙门作风”———“只
微笑不办事”“不贪不占也不干”“怕
担责、不作为”“老办法不管用，新办
法不会用”，于是耍起了“拖字诀”，
能推则推，能躲就躲，用“软刀子”伤

害了老百姓。
惹来民怨的 “正在处理 ”，往

往意味着机关效能低下 。 无论是
技术设备原因 ， 还是人员推诿扯
皮 ，再或者为了部门利益 ，更或者
是为了报复群众态度不好等造成
的 “正在处理 ”，都是一种 “懒政 ”
挡箭牌 。

其实 ， 群众对办事的满意的
标准并不高 ， 无非一是不唯唯诺
诺求人 ，二是不来来回回跑路 。也
就是这两条最基本的标准 ， 却成
了群众办事路上的 “拦路虎 ”。这
样的标准难达成吗 ？ 在互联网高
度普及的当下 ， 提速提质应为时
代特征 、努力方向 。

公事公办 、公事快办 、雷厉风
行 ， 理应成为机关办事应有的做
派 。比如 ，浙江省政府新近就颁布
了 《政务办事 “最多跑一次 ”工作
规范 》，这是全国首个 “最多跑一
次 ”省级地方标准 ，政务服务自此
有标准可依 。 这就是在向衙门作
风开战 。甚至有的地方 ，还推出了
“读秒办事 ”窗口 ，其目的就是让
群众办事 “快 ”起来 。

别拿“正在处理”打发群众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