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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家网站关注巩义市竹林镇坚持践行群众路线

为群众办事很忙很累，但很踏实

点击事实：“一个
原来贫穷落后的小山
村，30 年人均年收入
增长 320 倍，还拥有
全 国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全国文明镇等 30
多项‘明星’称号，先
后迎来三任党的总书
记亲临视察。这样的
奇迹很难复制，但人
家的‘三评’、‘十好’
等 方 法 咱 总 能 学 学
吧！”2 月 23 日，网友

“绿城白云”在大河论
坛这样留言。

2 月 22 日 ，河 南
日报以《众手托举新
竹林》为题，对巩义市
竹 林 镇 30 年 来 坚 持

“三评”制度、践行群
众路线、推动科学发
展做了纪实报道，新
华 网 、人 民 网 、中 国
网、中广网、中国经济
网、东方网、新浪网、
腾讯网、网易等 50 多
家网站进行了转载，
大河网、映象网、中原
网等在转发的同时，
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报道，竹林镇的“三
评”做法迅速引发网
友关注。

新华网网友“一池碧荷”：一年两
次“群众评党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
党委”，而且一直坚持 30 年，每次都要
动真格，不搞形式，竹林镇把群众路线
贯彻得淋漓尽致，既倾听了民声，搜集
了民意，又汇聚了民智，凝聚了民心，
这就是“山鸡”变成“金凤凰”的奥妙所
在！

人民网网友“车尘马迹”：竹林镇的
“三评”是一把尺子，主人是群众，测量
对象是党员、支部和党委，“只顾个人富
不能当干部，当干部就决不能只顾个
人；党员干部要集中精力发展集体经
济，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党支部
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思想道德建
设”是刻度和标准，拿哪儿都能用！

腾讯网友“不倒翁”：坐在炕头，是

因为我原本来自这里；蹲在地头，是因
为我深爱这片土地。我在群众之间，
走在暖心的路上。为群众办事，很忙、
很累，但心里很踏实。

新浪网友“山野樵夫”：从群众中
来，视群众为家人；到群众中去，把百
姓当亲人。时刻牵挂着他们的温饱和
冷暖，设身处地帮助他们办实事、办好
事、解难题。竹林镇的做法，想让百姓
不拥护都不行。

新华网网友“风神再现”：第二批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竿子插到基层，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与群众零距
离，就要与群众手拉手、心贴心，说到一
起、干到一起，干实事，见实效，而不是
落实在会议上、文件上、材料上。竹林
镇这个“评”出来的典型值得大家学习！

大河网网友“中原候鸟”：以前只听
说巩义市竹林镇的人有钱，发展得好，
但不知道“三评”这个背后的大引擎。
虽说一年只有两次，但每次都能调动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把活动抓实抓好，既
能发现实际问题，又能找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而且一直坚持了 30 年，边走边

“评”，一直在走群众路线，大道当然越
走越宽。

大河网网友“无铃闹钟”：他们的“三
评”做得确实扎实到位，让人大开眼界，
从关系竹林发展的重大决策，到党员干
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从
解决涉及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到分
给群众的粮食、物品的数量、质量；从党
委成员、支部委员遵纪守法表现、决策水

平，到个别党员干部占小便宜，开会迟
到、打瞌睡等。这就是一面镜子，把每个
党员干部都照得一清二楚。

大河网网友“雪中花开”：“三评”30
年，人均年收入增长 300 多倍，我从中
看到了群众路线的力量。同时也领悟
到，党员干部，胆子要大，不是指胆大
妄为，而是要胆大心细，敢于担当啃下

“硬骨头”。步子要稳，不是指畏缩不
前 ，而 是要坚定信心，稳中求进把好

“方向盘”。
大河网网友“宛东客”：第二批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到群众“家门口”，
不能只停留在门口，而是要跨进群众的
家里去，走到群众的心窝里，真正让群
众尝到甜头、看到盼头。

竹林镇通过“三评”形式形成了三
项决定，一直践行群众路线 30 年，人
均收入增长了 300 多倍，着实值得学
习和借鉴。

在竹林镇，当干部是有前提的。
该村 1983年“三评”得出了三项决议，
前两项为当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干部不能只顾个人富，要带领群众共
同富裕。所以，干部要时刻把群众装
在心窝里，自己吃饭时，要想到是否有
人还空着锅；你盖新房，要明白还有多
少人家在住草窝。否则，咱就“三评”
时现场兑现。在这种压力之下，必然
会为不负众望而产生动力，在他们心
里烙下的是，干任何事情都要想到能

让群众有钱花，能让群众满意。
咋让群众有钱花？“党员干部要集

中精力发展集体经济”。找准项目，调
动群众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参
与，最终让大家的钱袋子一起鼓起
来。但这只是其一。物质生活丰富
了，精神生活还不足，手里有钱花了，
环境不如以前了，群众还是不满意。
咋办？走群众路线，“三评”中征集民
意。开展“十好”评选丰富精神生活，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让群众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他们还能不满意？

由此看来，让群众满意是竹林镇党
员干部工作的目标和动力，也是他们一
直坚持践行群众路线的前提。

巩义市竹林镇坚持“三评”30年，
实际上也是他们一直在忠实践行着党
的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累
累硕果。这对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有何借鉴意义呢？2 月 23 日，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何云峰
教授在接受焦点网谈记者采访时表
示，竹林镇“三评”的成功经验，至少能
给我们带来四点启示。

启示一是坚持民主决策，从政策
上顺应民意。竹林镇党组织在带领人
民群众发展经济、共同致富方面之所
以颇有成效，就是因为他们在决策过
程中重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充分调动了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启示二是加强作风建设，从行动
上暖民心。竹林镇搞的“三评”活动就
是加强作风建设的成功举措。这项举
措使竹林镇的党员干部不断接受洗

礼，让当地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
温暖，大大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启示三是倡导实干精神，让人民
得实惠。竹林镇坚持搞“三评”，对于
在群众评议中不合格的党员干部，该
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不做表面
文章；对于关系百姓福祉的决策，一经
确定便坚决落到实处，绝不敷衍推
诿。竹林镇 3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斐然，老百姓生活得到切实改善，充
分展现了竹林镇党组织真抓实干的巨
大成效。

启示四是要增强宗旨意识，把人
民当上帝。让党员干部直接接受群
众的评议，重大决策让群众参与，是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具体体现。竹
林镇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强化
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真正把人民当
上帝，是党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动
力和源泉。

巩义竹林“三评”评出好乡镇 人民日报
幸福就在竹林藏 光明日报
坚持“三评”三十年 中原小村现巨变 新华网
巩义竹林镇践行群众路线 30年 大河网
河南竹林奇迹：人均收入 30年增长 320倍 映象网

“一个城市多在学习上下工夫，就会形成自
己独特的魅力。”2月 23日，正值郑州“两会”召开
期间，网友“@若即若离”在微博上@郑州人大，发
出了“沿郑州地铁线建设城市走读文化带”的倡
议，建议在各地铁换乘站内设置小型图书馆，为
市民提供方便借阅的条件。该建议被收入郑州
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专题报道“市民关注”里，
同时也引发网友关注。

地铁相对安静、平稳，很合适读书

网友“@陈福安河南志愿者”认为，此建议非
常好，可以提升郑州文化氛围，贴近民生，符合民
意，应积极推进，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网友“@河南小蚂蚁志愿服务队”表示，郑州
地铁是一米一米建的，“书香郑州”也可以一本一
本读起来。网友“@不梦醒时分”说道，书香入

“地”，文化提升。
网友“@郑在 happy”也说道，现在郑州地铁

只有一条线路，乘坐时间还比较短，但等将来
2、3、4、5 号线都建成后，市民在地铁上的时间
就会大大增加。地铁运行平稳、安静的特点非
常适合用来读书，希望政府和相关企业能够未
雨绸缪，早点“下手”，为建设“文明河南”再加
一把劲。

坐地铁从东到西，可以读30页书

2 月 23 日，焦点网谈记者对该倡议的发出者
“@若即若离”进行了采访，他表示，从去年开始，他
和郑州的很多爱心志愿者就在关注上海地铁的“书
香二号线”，其做法就是在每个站台设置一台自动

借阅机，乘客只需要投币，就能很方便地借到书，在
其他站台下车时可以归还，极大地提高了乘客的阅
读率，推出后非常受欢迎。既然有地方已经试验成
功了，那咱们的地铁应该是可以效仿的。

网友“@若即若离”还告诉记者，自己和一些
志愿者曾经做过测试，乘坐郑州地铁一号线从东
到西，只要不是人流量非常大，最少可以读 30页
书，而且车辆非常平稳，阅读环境也不错。地铁
如果有了便利的借阅设施，相信很多人是愿意利
用乘车时间去读书的。

“书香地铁”已有成功先例

记者在网上查询到，武汉市 2012 年开通的
地铁，除了给乘客带来快捷和便利外，站点的自
助图书馆，让武汉成为全世界首个“书香地铁”。
武汉轨道交通 2号线一线工程 21个车站全部设
有自助图书馆，每个造价近 40万元，可借阅图书
402册，容纳还书 600多册。

2013年 8月 18日开始，“1元借阅”在上海地
铁 2号线全面铺开，此活动由上海地铁和上海爱
知书店联合推出，乘客只需支付 1 元钱，就可以
在地铁站内借走自己“心仪”的书，在乘地铁时阅
读，下车时可在其他车站归还。

“2月 23日，在郑州市金水路和文化路西
北角，身有残疾的张淑花正在编手工玩偶。
一颗颗珠子、一根根线在她的手中，一会儿就
变成了小马、兔子、小狗、玫瑰花，个个惟妙惟
肖。据了解，为了给孙子凑学费，这些手艺都
是她自己学的，最拿手的就是十二生肖。如
果你路过，就帮帮她吧！”2 月 23 日，网友“@
檐间飞鸟”的微博留言引发网友关注。

@雾里看花：这是艺术，件件都是精品，
个个透着灵气。她身残更知靠自己，自学艺
术养家糊口，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手下的
艺术美，更是她自身的坚强！

@chengKing：一份小小的帮助，对他人
来说是一份希望。改天过去买一些。

@现实里的回忆：如果有人能遇到的
话，请买点吧！虽不是真花草，但肯定也会手
留余香。

防霾“神器”，偏方还是骗钱？

新华网 2 月 24 日报道，防雾霾口罩、防雾霾
食品、鼻腔抹麻油、过滤嘴成鼻塞、柚子皮变面
具……借着这次持续时间较长的雾霾，很多“防
霾神器”和“偏方”在网上广为流传。专家表示，
这些“防霾神器”根本不靠谱。网友“@春风破”评
论道，“先人们留下的偏方是经过时间和实践考验
过的，还有很多借鉴的地方。应运而生的防霾偏
方，谁能保证不是骗人的营销术？”

从性别分布来看，女性网友更关注此事；从年
龄分布来看，20~29岁网友更关注此事。

余额宝还真是“宝”

人 民 网 2 月 24 日 报 道 ，余 额 宝 的“ 鲶 鱼 效
应 ”逐 渐 显 露 出 来 ，持 续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关
注。目前，国内银行存款中，除了协议存款利
率是放开的，其他利率都是被管制的。现在看
来 ，余 额 宝 确 实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发 挥 了 鲶 鱼 效
应，改变不合理的融资制度效果正在初显。网
友“@快言快语” 表示：“真没想到，面市这么
短时间就让银行利率实现了市场化，余额宝还
真是‘宝’！”

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网友更关注此事；从年
龄分布来看，30~39岁网友更关注此事。

（以上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

违法占地建加油站
鹿邑县国土局称已立案查处

河南手机报“158********”的读者：在鹿邑县
谷阳办事处任庄行政村东，有人在没有合法手续
的情况下，违法占地建设加油站，为何迟迟没有被
查处？

民声回复：鹿邑县国土局回复称，经查，谷阳
国土所已经对网友反映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
处，并拆除部分违法建筑物，已多次督促违法当事
人履行处罚决定。如果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履
行处罚决定，将按照土地管理有关规定，依法提请
法院强制执行。

无证磨煤点污染严重
郑州新密市环保局称已停产

河南手机报“135********”的读者：新密市超
化镇有人无证违法占地建了一家磨煤厂，四周居
民深受煤尘、噪音之害。

民声回复：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回复称，经查，
网友反映的是新密市超化镇卫生院南 200米的磨
煤点，确属无证经营。该局已配合超化镇政府组
织电业、土地等部门，对该厂采取了断电措施。目
前，该磨煤点处于停产状态。

屠宰场违规经营
许昌禹州市畜牧局责令改正

大河网网友“鸠山”：禹州市鸠山镇楚黄庄屠
宰场没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竟然成为定点屠
宰场，属于违规经营。

民声回复：禹州市畜牧局回复称，经查，该企
业所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和单位名称与现在屠宰场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和单位名称不符。该局已对其下达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责令该企业于 15 日内改正其违法行
为，若拒不改正，动物卫生监督所将依法予以行政
处罚。

黑驾校无证违规办学
律师点评：可向道路运管部门反映

大河网网友“绿色的花”：我家附近有一家黑
驾校，在没有任何办学资质的情况下培训驾驶员，
以前管理部门曾查处过，但现在又开始招生了，该
怎么办？

律师点评：《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国
银律师事务所孟长莉点评称，根据法律相关规定，
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业户必须向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许可证》，而且要悬挂于办公场所显眼位置。如果
网友有确切把握证明其是违规办学，可以直接向
当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反映。

（本栏目主持人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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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友：

“三评”这把尺子，拿哪儿都管用

河南网友：

我从“三评”看到了群众路线的力量

“三评”就是为了让群众满意
大河网网友“嵩山乞丐”

你来推荐，我来学习

巩义市竹林镇的成功做法
值得称赞，在河南其他一些地
方，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基层
党组织，讲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他们的故事吧。扫描二维码跟
帖留言。

竹林镇“三评”活动的四点启示

这是艺术，更是坚强 网友发帖呼吁沿郑州地铁线建设城市走读文化带

“书香郑州”不能“冷落”地铁
□本报记者 张 恒

武汉市地铁中的自助图书馆。
资料图片

给“好媳妇”报喜去。 王晓辉 摄

□本报记者 贺心群

□本报记者 贺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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