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杨林

笔者身边有位村支书，多

年来一直坚持一个习惯：每次

到镇政府开会或办事后总要多

跑几个部门，为村里群众代办

一些如转移组织关系、开证明、

为小孩上户口等小事。他常常

说：“联系群众先要做好小事，

做好小事群众才会拥护。”

“ 联 系 群 众 先 要 做 好 小

事”，这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群

众工作的真谛。从这位村支

书身上，我们看到，只要善于

从群众关切的小事做起，满腔

热情地为老百姓办好事、解难

事、干实事，就能够赢得群众

的信任，基层工作就能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何谓“小事”？单从字义

上理解，“小”字的含义无非就

是涉及的范围小、受到的关注

小、造成的影响小。然而从内

涵上分析，一个“小”字却覆盖

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老

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求医看病、柴米油盐、冷暖安

危，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群众来说，却是实实在

在 的 大 事 ，有 的 甚 至 还 是 急

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左右

群众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

生产生活。

点滴小事，折射的是群众

忧乐。群众看我们的党员干

部是否真的执政为民，往往首

先就看这些身边事、小事办得

如何。正是千百万个涉及百

姓利益的一件件小事，才构成

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定

团结的大事。可以说，“小事”

折射形象，“小事”关系党风、

政风。群众评价党员干部的

形象、作风，不仅仅是看你办

了几件大事，更主要的是看你

平时在“小事”上表现得怎么

样。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云

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有句名言“群众的任何小事都

是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

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人民群众

的事不应有大小之分。有时

领导同志只需说一句话、批几

个字，举手之劳，却能够解决

老 百 姓 长 期 难 以 解 决 的 难

题。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

多 为 老 百 姓 办 好 一 件 件“ 小

事”，就能解决很多很多老百

姓的大难题。

“志在高山行在微”。党

的事业就是一座高山，这座高

山是由无数“平凡小事”堆积

而成的。一个真正把为人民

服务作为宗旨信念的共产党

人，就应该善于从身边的小事

做起，在为群众释疑解惑、排

忧 解 难 中 赢 得 民 心 、汇 聚 力

量，用一块块“砖石”砌成党和

人民事业的壮丽大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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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不妨静悄悄

监督前哨

来函照登

联系群众先要做好小事湍惠渠水利工程亟待修复

直击现场

身边的感动

永城三少年
智救落水老人

电影何时能成大众消费

树上刻字 真丑！

□本报通讯员 王国勇

湍惠渠位于邓州市西北部湍河东岸，
全长58.9千米，为邓州市最大的灌溉工程
和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但是，近年来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渠系破坏严重，
灌溉面积大大萎缩，抗旱功能日益丧失，
实在令人痛心。

该渠兴建于1942年 2月，1947年 4月
竣工通水。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7年进行
重 修 ，至 1988 年 先 后 进 行 6 次 重 修 。
1974年 10月，赵集镇动用民工 8000名，
投入资金 200万元，在湍惠渠赵集段修建
结瓜水库——半坡水库1座，1977年完成
配套工程；水库占地150公顷，蓄水747万
立方米，属邓州市第二大水库；干渠设计
灌溉面积 8000公顷，实际灌溉面积 3200
公顷；灌渠渠系建筑物 483 座，排水渠系
建筑物25座；灌区内农作物有小麦、玉米、
水稻、豆类、红薯、烟叶、莲藕及蔬菜等，以
小龙虾、泥鳅、黄鳝及稻虾混养等为主的
特色农业水产种植养殖业异军突起。

1958年，邓州市水利局成立湍惠渠水
道管理所，进行渠道管理、水费征收、水产

养殖、土壤含水率及灌溉技术研究。各公
社成立渠道管理委员会、支渠管理委员
会、农渠管理委员会，每个大队组建水利
管护小分队，制定了《灌溉管理制度》《护
渠公约》和《奖惩条例》,各项管理井然有
序。

自农村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落实后，
集体的大方田被农户的“面条田”取代，指
令性生产被指导性生产所取代，农民想种
什么种什么，想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种。
这样一来，不同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不同，
需水规律、需水周期和需水量也不一样，
导致一些农户想灌溉其他农户不同意，甚
至出现多数农户想灌溉少数农户出面阻
挠等不和谐因素。有的为达到阻挠的目
的，擅自在湍惠渠干支渠系上扒口子、设
垱子，甚至砸毁涵洞破坏水利工程。为逃
避水管部门的打击，不少破坏分子往往在
夜间行动，致使大量的水资源浪费掉了，
对群众利益和水利工程保护带来不可低
估的影响。

进入二十世纪末期，由于降水量明显
减少，不少河流断流，长年溪流淙淙的湍
河也未能幸免。因湍惠渠为拦湍河引水

工程，湍河无水，湍惠渠自然干涸。虽湍
惠渠结瓜水库——半坡水库肩负着防洪、
养殖和灌溉功能，但库水减少，群众开闸
放水灌溉的要求也不能得到满足，造成群
众一时冲动而破坏渠道设施。之后，随着
农业节水技术的推行，不少群众受益，但
由于渠系断断续续、逐年缩短，导致库水
不能发挥效益。而湍惠渠水道管理因无
水灌溉，水费征收骤减，职工福利得不到
保障而功能弱化，渠系管理基本处于放任
自流状态。

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农民在渠道的内
外斜坡上耕种，接着向两边的泄水渠扩
展，乡村两级因重视地下水轻视地表水利
用而造成制止不力，垦荒者得寸进尺，干
脆把渠堤平掉。现在，整个渠系损毁严
重，有些建筑物也被砸得满目疮痍，令人
扼腕长叹。

记得小时候，老人们常讲湍惠渠修筑
的故事，尽管那时国弱民穷，建筑材料奇
缺，但人们为把水利建筑修筑牢固，用鸡
蛋清和白灰加米浆作黏合剂垒砌勾缝，才
使得建筑物经风耐雨，坚如磐石，屹立数
十年而完好如初。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省、地、县有
关部门又多次派驻水利专家，莅临湍惠
渠，开展大规模的整修指导工作。二十
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冬春时节，沿途
乡村两级都要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渠道上植树造林，
并对渠系进行清淤疏浚、堵口护堤，力
求沟相通、水相连，田成方、林成网，旱
能浇、涝能排，最大限度地发挥抵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湍惠渠是邓州
市境内修建最早、里程最长、质量最佳、效
益面积最大、老百姓感情最深的人工引水
灌溉工程，堪称水利史上的典范。近年
来，湍惠渠灌区群众多次呼吁，要求对灌
区设施进行修复，但迟迟没有开工。今年
夏季以来，由于天气持续干旱，灌区庄稼
几近枯死，群众把数十台水泵架在湍惠渠
上，吃住在机械旁边等水，上下游为争水
发生口角的场面时有发生。

因此，呼吁上级党委政府切实重视起
来，尽快把湍惠渠工程修复、保护及利用
这件民生实事抓好抓实，让涓涓清水流入
美丽乡村，滋润百姓的心田。6

近日，某地组织党员干部在为困难群众
送温暖时，还带了好几位宣传人员一同前
往，一路浩浩荡荡走进贫困户家中，慰问品
一放，又是采访又是录像，弄得贫困户很不
自然，加之情绪一紧张不知说什么好。

岁末将临，又到了一年一度访贫问苦送
温暖的高峰时节。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情况
并非少数。我们少数部门在下基层送温暖
过程中形式大于实效，场面弄得很大，又是
宣传又是报道。这样的送温暖，与其说是在
送温暖，不如说是在作秀，结果使一些贫困
户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反感，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温暖不妨悄悄送，下去访贫
问苦送温暖的党员干部们一定要多顾及困
难群众的内心感受，尽量做到轻车简从，也
可以尽量压缩和减少下去送温暖的人员和
队伍，少张扬，多务实，为广大困难群众和帮
扶对象送去实实在在的慰问和帮助。6

徐曙光

12月 8日，笔者在淮滨县中国淮河博物馆北侧风景带里，看到不少景
观树上被个别游客刻上了一些字句。笔者呼吁，大家都能争做文明人，不要
在公共树木上私刻乱画，自觉维护良好的公共环境。6 王长江 摄

近日，笔者在乡下走访，
听到一件新鲜事。某村前不
久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脱
贫攻坚工作述职大会。会上，
驻村帮扶干部将一年来的脱
贫攻坚工作向村民们做了详
细的汇报，村民现场进行测
评。笔者以为，这种和群众面
对面、心贴心交流沟通的述职
方式，既让人感到亲切务实，
也令人耳目一新。

帮扶干部向村民述职，至
少有以下好处。一是通过述
职 把 工 作 向 村 民 们 报 告 一
下，让群众来评价，无形中拉
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融
洽了党群干群关系。二是帮

扶效果好不好，脱贫工作实
不实，把“话语权”交给村民，
让村民来“裁判”，能够倒逼
帮扶干部主动作为，务实工
作。三是利用述职契机，把
脱贫攻坚工作存在的不足之
处 以 及 相 关 改 进 措 施 摆 出
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推动扶贫工作深入开展。

笔者以为，帮扶干部向村
民述职，让群众找找“茬”，并
不是为难帮扶干部，而是通
过村民促进帮扶干部认认真
真把脱贫工作抓起来。这样
的好做法，各地不妨大力借
鉴推广。6

刘予涵

“向村民述职”当提倡

12月6日上午，永城市李寨镇徐庄村东庙
组72岁的陈夫宗老汉带着家人，给李寨中学送
去了一面锦旗，以感谢李寨中学三名学生对他
的救命之恩。

11 月 30 日凌晨 5 点多，陈夫宗老汉骑
着电动车去建筑工地干活，在路过一个“之”
字形路段时，由于天黑雾大，加之对面车灯太
亮，老人不慎连车带人一起跌落到小桥旁的
深水沟中。水深坡陡，老人自己怎么也爬不
上岸，于是他就在冰冷的水中大声呼救。恰
巧去学校上早自习的陈首旭、孟杰、陈家豪三
名同学路过这里，他们听到呼救声，来到沟
旁，手拉手机智地把老人从深水沟中救出
来。看老人脱离了危险，三名学生没留下姓
名，就匆匆地上学去了。

陈夫宗老人回到家里，向家人讲述了
遇险经过。他和家人一起，开始多方寻找
救人者，终于找到了三名见义勇为的中学
生。老人拿出一千元钱表达谢意，被婉言
谢绝。

笔者在施救现场看到，由于水深坡陡，如
果盲目施救，救援不当，很容易发生次生事
故。三名同学非常理智，他们采用集体的智
慧，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手拉手将老人
成功救出，值得称道。6 刘宇

我是一位影迷，很喜欢看
电影，但我不会轻易进电影院
的，那票价，让我很犹豫。

我生活在小县城，如果原
价看，3D的一张60元，春节期
间 70元，2D 的一张 40元，春
节期间 50 元，一个人看电影
一年要 700元以上，三口之家
一年要 2000多元。对于县城
大部分居民而言，这几乎相当
于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有几
个人会舍得这么“挥霍”？电
影票对人们的消费能力实在
是一种考验。

所以，虽然这个县城有常
住居民近 30 万人，可仅有的
一家电影院除了春节期间会
出现满场，平时大部分时间都

是空荡荡的，一场电影观众个
位数是常见的。

“高处不胜寒”，小县城的
电影票价虽然不能说高得离
谱，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消费
品，票价却超出了当地的承受
能力。如果降低电影票价，观
众人数完全有可能翻一番，甚
至更多，电影院收入不仅不会
少，反而会增加。

退一步说，电影院也不妨
搞分时段票价，低于平均票
价的场次仍然有机会赚钱，
甚至可以分座位定价，让更
多的观众有更大意愿走进电
影院，电影院当然可以赚更
多的钱，双赢的好事，何乐而
不为？6 马长军

12 月 2 日下午 4 时，大雾弥漫，在
宁陵县珠江路和泰山路交叉口红绿灯
西 50 米处，路旁停放着几辆小车。在
此经过的宁陵县初级中学教师王坤，忽
然看到其中一辆车上面放有东西，走近
一看是一个黑色的包和一个鼓囊囊的
档案袋。“车门紧锁，附近没有一个人，
我打开看看，包里是几张银行卡，而档
案袋里却是成捆的钞票，一数是 13捆，
还有一部分散乱的钱，数额将近 14 万
元。”王坤讲述当时的情景，“我估计应

该是车主离开时一时疏忽，将钱放在车
顶上面忘了带走。”

丢了这么多钱，失主一定特别着
急。王坤这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
尽快找到失主，将钱交还给他。而唯一
的线索是装钱的档案袋是宁陵碧桂园
小区印制的，据王坤猜测失主可能是到
碧桂园购房的，这些现金或许是购房要
缴纳的首付款。他就拨通了宁陵碧桂
园小区售楼处的热线电话。

“王坤老师打来电话问有没有人丢

钱，当时我们正着急上火呢。我们售楼部
的财务人员一时疏忽，不知道将钱落哪
了，正翻天挖地地找呢。”售楼部经理刘宇
在采访时告诉笔者，“没有想到，王坤老师
拾金不昧，还主动送到我们这里。”

为了表达对王坤老师的感激之情，
12月 5日上午，宁陵县碧桂园小区区域
经理一行 3人来到王坤家中，送上一面
题为“高风亮节 德行兼备”的锦旗，并奖
励他一台55英寸的液晶彩电。6

闫占廷

面对遗失的14万元巨款，他的做法人人点赞

为贯彻落实在检察工作中做好依法办理、舆论引导、社
会面管控“三同步”工作的有关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加强网
络舆情依法处理、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工作，以
应对当前新的涉检网络舆情形势，切实做好涉检网络舆情
的掌握、研判和应对工作，提高全体干警对“三同步”工作的
认识和理解，增强干警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使大家牢固树
立和大力弘扬“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新理念，强化
法律监督，规范执法行为，近日，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检察院
组织全院干警开展了“三同步”工作应知应会知识测试活
动。测试中，广大干警自觉遵守考场纪律，态度专注，答题
认真。通过测试，使全体干警深入了解了“三同步”工作，认
识到政法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的重要性，并做到言行
举止要规范，“8小时”内外要守法依规、谨言慎行、礼貌得
体。测试结束后，由政治处进行统一阅卷和打分，对测试的
结果予以通报、存档。通过“三同步”知识测试，不仅检验了
全体干警对前期学习的效果，更进一步加深了干警对政法
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全院
干警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激励干警积极履职、主动作为、追
赶超越的良好风气。 （周丰娟 张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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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促学“三同步”助推理论新进步
为助力精准脱贫攻坚，切实做好结

对帮扶工作，长垣县检察院积极与帮扶
贫困村芦岗乡滑店村党支部结成对子，
切实抓好以结对促党建，以党建促脱
贫。通过开展“支部联支部、党员联农

户”主题党日活动，不仅助力该院精准
扶贫工作，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
精神，发挥党员干部良好的模范先锋作
用，树立支部的基层堡垒作用。

（鲁伟）

以结对促党建 以党建促脱贫

为增强群众法治观念,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近日，新乡封丘县检察干警来到
结对帮扶村留光镇留固村，开展送法进
农村法治宣传活动，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
家门口，实现法律服务与群众的零距离。
此次送法进农村活动，一方面采取农民群
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紧紧
贴近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思
维习惯，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律意
识，在寓教于乐中掌握法律常识；另一方
面，注重运用有效载体，丰富农村普法宣
传教育的内容，将普法教育内容与农村
地区的突出问题相结合，使宣传内容更
加接地气、入人心，引导广大群众形成遵

纪守法的良好风气。活动现场设置咨询
台，检察干警向群众发放普法宣传单，宣
传资料贴近群众生活，内容深入浅出，易
于理解，很快便成了“抢手货”，活动现场
设置展板 15块，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300
余册，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30人次，对村
民的提问进行详细回答，提高村民安全
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活动结束后，群众纷纷表
示，此次封丘县检察院举行的“送法进农
村”活动，让老百姓明白了哪些事情可以
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真正提高知法懂法
守法意识，为全村打赢新一轮脱贫攻坚
战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广超)

送法进农村 普法“零距离”

日前，为贯彻落实法治进校园“百千万”
工程，新乡凤泉区检察院在市十中英才学校
举行法治宣讲活动，凤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张保国受聘担任十中英才学校法治副
校长，该院“法治进校园”巡讲团宣讲员为同
学们精心讲授了法治课。张保国检察长向全
体师生郑重承诺：将把法治副校长这一工作
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四个方面
发挥好检察作用。一是守卫好安全。坚决以

“零容忍”的态度，铁腕重拳打击各类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的刑事案件；二是维护好权益。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师生提供法律咨
询、法律意见，维护好教职工和学校的合法权

益；三是宣传好法治。通过开展法治宣传、警
示教育等多种形式，增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四是参与好管
理。运用法治思维，营造依法办事氛围，促进
提升学校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
检察官宣讲员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法治
课，会场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雷动。此次
活动取得了预期效果,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
好评。今后，该院将继续认真履行“谁执法谁
普法”要求，深入开展“送法进校园”等普法宣
传活动，积极探索德育工作和法治教育工作
并轨同行的有效途径，共同构筑起社会参与
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路毅）

开封水稻乡全力争创“四面红旗”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党委以争创

活动为载体，多项举措，全力争创“四面红旗”，
进一步筑牢各社区基层党组织坚强战斗堡垒，
全面提升水稻乡基层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一是强组织，明确分工。成立争创领导小
组，明确具体分工，定期召开争创工作动员会
和讨论会，明确创建任务，统筹谋划。二是营气

氛，加大宣传。制作墙体标语50余条，宣传手
册2000余份，并利用广播、会议等方式，不断宣
传争创“四面红旗”的意义，从思想上、行动上
引导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到争创活动中。
三是明目标，全力争创。制订创建“四面红旗”
实施方案，细化创建工作，对照创建细则，查找
自身不足，全力争创“四面红旗”。 （谷郑洪）

花样年华 法治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