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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晨莹

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
“源头”， 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
的 “茬口”。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
下移， 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 更好提供精
准化、 精细化服务， 就能让基层善治护航乡
村既有活力又有秩序。

推进基层善治， 关键在于打牢基础。 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 责任是否清晰、 认识是否到
位、 作风是否扎实、 方法是否得当， 某种程度
上决定了工作成效。 不开展培训， 不建好渠道，
把 “扶贫羊” 送到老乡手中转身就走， 第二天
羊的命运就很难预料； 见到扶贫款就想方设法
“制造资格” 分杯羹， 遇到扶贫难题就无人问
津， 好政策怎么有好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讲，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工
程， 帮助基层摆脱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 “贫
困”， 从而达到 “振兴”， 值得认真思量。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
节， 意味着应把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置
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首要位置。 农村产业
基础薄弱、 公共服务欠账较多、 生活环境脏乱
差……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步前行都有赖于坚
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 浏阳市关口街道炭棚村
把党支部建在 “蔬菜基地” 旁， 党员干部和驻
村扶贫工作队随时可以关注、 指导贫困户的蔬
菜生产情况； 道源湖村内有乡村伙伴、 九湾浏
河、 九古斋等10多家民营企业， 非公党支部成
立后， 身处不同岗位的党员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实践深刻表明， 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 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是人民群
众的由衷希望， 也是基层治理的现实要求。

党员干部要当好乡村善治的示范者 。 端
坐在办公室做台账， 忙碌于田间地头谋发展，
哪种 “姿势” 更能赢得百姓信任 ？ 答案不言
而喻。 道源湖村支两委成员， 年头岁尾忙碌
于村内各个企业和重大项目上的时间远超过

坐办公室， 为的是从工作一线、 纠纷源头来
防微杜渐， 真正防患于未然。 浩吉铁路穿境
而过并在此设站， 原本因为拆迁和施工等问
题伸着脖子观望的群众， 看到党员们示范在
前， 自然就解开了心中疙瘩。 从百姓最关心
的地方抓起， 从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着手，
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才能进一步增
强党员干部在思想和作风上的引领力。

健全治理体系也是推进乡村善治的应有
之义。 每次沟渠疏浚、 河道除草 、 幸福屋场
建设的发动与矛盾纠纷调处， 都有扶贫帮困、
矛盾调解、 生态环保等志愿服务队走在前面，
道源湖村形成 “有事要商量 、 有事好商量 、
有事多商量” 共识， 以自治消化矛盾 ； 关口
街道诸村开展 “十星文明户 ” “最美庭院 ”
评选， 溪江村老党员向家人交代 “火化遗体、
简办丧事”， 都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以德治春风化雨。 这些积极探索， 为乡村善
治提供了可实现的路径、 可借鉴的方法。

曾伯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定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建设美丽中国。 作为工矿城市的冷
水江，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走好
冷水江的文明发展道路，要自觉从“三个
牢牢把握”上着力。

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
要求，以“产业项目建设年”为主抓手，坚
定走生产发展之路。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
确提出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工业立市的
冷水江，要深刻领会、敏锐把握中央关于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判断和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并落实到推进产
业发展的实践中去。 为此，全市要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产业项目建设年 ”
活动， 通过大抓产业项目特别是工业项
目来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
转型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牢牢把握造福于民这个根本目的，切实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坚定走共同富裕
之路。 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坚持和
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健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体系”。 对于冷水江来说，就是要
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全面织好公共服务“保
障网”，在统筹抓好就业、社会保障、社会事业
发展的基础上， 重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城乡医疗一体化、城乡交通一体化、城乡供
水一体化，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牢牢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个根本理念， 矢志推动生态环境大改善，坚
定走生态良好之路。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冷水江作为资源枯竭城市，改善
生态环境迫在眉睫，我们要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政治担当，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力实施湘江保
护和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锡矿山区
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扎
实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
整改， 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环境问题，
让老百姓享受更多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作者系中共冷水江市委副书记、市
长）

李云勇

在宁乡市灰汤镇镇政府院子里 ，一
排悬挂着“为人民服务”标牌的单车格外
打眼。 平时，该镇的干部就是骑着这些自
行车下乡，除了收集意见 、发现问题 ，还
会帮群众代办证件，代收农村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等。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 城乡变化日
日新，小车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全面脱
贫攻坚、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单
车干部”无疑是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

“小车干部”“一阵风”远民。 “无车不
下乡、坐着小车转、隔着车窗看 、来去一
阵风”———对这样的“小车干部”，群众只
能远观，怎么亲近？ 工作作风漂浮，自然
就无法掌握实情，掌握不了乡村实情。 与
领导对话，说不上去 ；与群众对话 ，对不
下去；与年轻人对话，听不进去 ；与资格
老的对话，经常被顶了回去，只能造成干
群关系紧张，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单车干部”“零距离”亲民。 远离“官僚
主义”、杜绝“形式主义”、抵制“享乐主义”、

反对“奢靡之风”———“单车干部”下乡是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宗旨的好举措，深得民
心。 干部骑着单车深入田头、掌握实情、与
群众共商良策，自然干群关系更和谐。

“单车干部”“高效率”惠民。 小车虽
快， 但与人民隔得远， 很难和百姓心连
心。 “单车干部”把服务写在大地上，把工
作做到田野里，开始时工作不快，但这是
良好的开端，能够对症下药，有利于破解
各种困难。 比如灰汤镇在信访问题化解
走访活动中，梳理了3年多来的信访件合
计474件，截至今年10月30日，已息访427
件，化解率达90%。

“单车干部”谱写了干群新篇章。 单
车无疑是干部深入群众的好工具、 实干
的好工具———多为群众流汗、 多掌握实
情，做出的决策和服务就能更亲民、更惠
民。 对于“单车干部”，群众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就会真心实意拥护。 当干群团结
如一人、乡村振兴迈大步，乡村振兴的道
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农村就会越来越美
丽，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力量就
会越来越雄厚。

杨兴东

11月27日，中国台湾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综
艺节目时发生意外，不幸“心源性猝死”，年仅
35岁。 就在数天前，新华社国际部专稿中心主
任徐勇也因突发心梗去世，享年56岁。

没有什么比生命骤然凋零更让人扼腕叹息。
这两起事件都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明星光鲜
无比，记者人称“无冕之王”，然而他们肩上也扛
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 在高以翔参加的《追我
吧》这档深夜城市追跑真人秀中，连奥运冠军李

小鹏、 拳王邹市明等专业运动员也曾累得直呼
“我不行了”。 去世那天下午，徐勇在有明显胸痛
症状的情况下，仍旧坚守在岗位上。 当他改完最
后一条稿件，被送进医院时已回天乏术，医生痛
惜不已：“哪怕早10分钟送来都好！ ”

这两起悲剧性事件向人们敲响警钟：拼搏
固然值得尊敬，但别拼“命”。

哲学家说：“我们的灵魂跑得太快，要停下
来等一等，让身体追上来。 ”而在现实的职场
里，我们的身体跑得太快，有必要停下来等一
等，让健康追上来。 如有的程序员会自我调侃

“工作996，生病ICU”，有的编辑曾自嘲“看过凌
晨三点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有的机关工作人
员累倒工作岗位上。 前不久，网易暴力裁员更
是将“加班加到身残体破”推向了风口。 无数事
实说明，过度工作、巨大压力正在成为一种社
会现象，更是一个值得警示的社会问题。

有道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哪个
血肉之躯是金刚不败之身。 为了更加美好的明
天，每个人都需要更加健康的身体。 须知，善待
自己才能善待他人、赢得未来。 同时，有关部门
应健全制度保障， 为每一个劳动者保驾护航，
比如为真人秀节目、极限综艺节目的内容设置
安全底线，加大对健康生活理念、依法捍卫休
息权益的宣传等等。

凝聚合力反家暴
日前，知名美妆博主宇芽在微博上自曝被家暴，随即这一

事件成为热搜首位话题，引发网友热议。
预防和制止家暴是全球性的治理难题，尤其是在我国，“家丑

不可外扬”观念根深蒂固，治理家暴更需要社会协同、各方联手、
凝聚合力。 比如加快公检法司和妇联等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联合
办案，及时跟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社会支持。

与此同时，家暴受害者应拿起法律武器，坚决“零容忍”，
加强自我保护和证据收集， 紧急情况下一定要向司法机关求
助。 还应尝试以公安告诫、法院禁止令、人身保护令等让家暴
者存戒惧、知行止。

文/张西流 图/刘军

做到“三个牢牢把握”
走好文明发展道路

为这样的“单车干部”点赞

乡村善治，既有活力又有秩序
———如何打通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关口”③

拼搏，请别拼“命”

新闻漫画

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