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们是新安县石井镇王家沟村的村民。
我们村现有人口 900多人，南面靠着世界地
质公园黛眉山，北面临着滔滔黄河水，是一个
省级的古村落。本村的东西两面，有两条像
长龙似的山坡，山坡上有二十多年来陆陆续
续栽植的柏树、洋槐树、杨树、榆树、桐树等各
种树木，已经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高的有五
六米，低的有一米多。这些树木，不仅绿化了
大片山坡，而且起到了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作用。

山上的许多树木，是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村民们为了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有关政
策而种下的，早已经被林业部门确定为国家
公益林。其中，一部分是我村集体栽植、包
户栽植的柏树、洋槐树，这些树木有四百多
亩，成活的二百多亩；一部分是响应党中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2015年到
2017年的三年间，由镇党委、政府组织安排，
人们春季在山坡上支起大锅，烧水、做饭，补
栽的三百余亩柏树，现在已经长一米多高
了，并得到了国家林业部门的补贴。

可是，今年五月上旬，不知道村干部经过
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的批准，竟然安排施工队
开着挖掘机，开始在山坡上进行所谓的“土地
治理”。据说，要将七百多亩山坡全部给“治

理”了，于是他们将山坡上生长着的树木一一
毁掉。同时，在没有征得全村村民同意，也不
知道是否经过林业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已经

开挖了数十亩山坡。由于挖的挖、压的压，被
毁掉的一米多高的小柏树已达数千棵，各种
成材林木多达数百棵。

随即，我们村民向县林业部门反映了
此事，县林业部门立即前来制止。县林业
部门主要是调查了被毁的成材林木，对被
挖掉及掩埋的小柏树未予准确统计。5 月
中旬，村干部开群众会说，退耕还林地的洋
槐 树 和 公 益 林 地 的 柏 树 ，挖 掉 后 没 有 补
偿。公益林现在国家给每户都补着钱哩，
把现在的树挖掉，把山坡进行治理后，国家
会补贴得更多。对此，村民们十分不解：经
过二十多年的艰苦绿化，荒山终于披上了
绿装，现在却要把这些成林的树木都给毁
掉，难道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国家补贴吗？

以前，我们村子前沟里的水，常年哗哗流
淌，从来没有干涸过。自从黛眉山被村里前
任干部租给开发商采矿，将山底下的储水层
挖断之后，除了汛期、天下大雨外，村子前沟
里就没有水了，导致村里群众五年来只有汛
期才有水吃，天旱时就不得不到两公里外的
东山底村拉水吃。

2018年，我们村被评审为省级古村落，应
该对生态环境加以保护才对。现在却要将山
坡上的植被破坏，老百姓们都很心痛：难道土
地治理就该将二十年来陆续栽植的已经成片
的林木都毁坏吗？这到底是造福人民，还是
祸害人民？3

直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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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治理土地岂能毁林？ 回应群众来信
是作风的一把标尺

连线基层

莫以墙化代替强化

考后，放松别放纵

来函照登

□潘铎印

“民在我心，民为我本。”重视群众来信是我党

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群众

来信，经常拆阅群众寄给他的信件，并尽可能地回

信。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

文中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

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

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

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

烈地拥护我们。”

群众来信是对领导干部的信任与期盼，是群

众与领导干部沟通的绿色通道。然而现实中，这

条绿色通道却经常出现通而不达，或达而不办的

现象。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政绩工程，把群众来

信当成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束之高阁，或一批了

事；有些领导干部把群众来信视为“骚扰”“麻烦”，

能躲则躲，能拖则拖；有些领导干部则以事务繁

忙、无暇批阅为借口，敷衍塞责，虚与委蛇。这些

现象，不仅伤害群众感情，也让党委政府和机关部

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群众来信非小事。对于各级党政机关和党

员干部而言，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加

强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了解民情民意

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心无百姓莫为官。群众

给党委和政府写信，更多的是反映问题、表达诉

求，领导干部应该把批阅群众来信作为一门必修

课，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急所需，有效解决群众反

映的意见诉求。对确实损害群众利益的部门和

官员要认真追究、严肃查处，以实实在在的行动

回应群众的关切和诉求，让群众看见公正的希

望、正义的力量。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

把来信群众当亲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

诉求当家事，才能增强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赢

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

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

尽的智慧。人民公仆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

务，通过办理群众来信，倾听群众真实的声音，了

解群众真实的想法，汲取群众广泛的智慧。这对

改进工作、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因此，各级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应对群众来信

件件有回复、件件有落实，作为衡量工作作风的一

把标尺，用真心、真情对待群众反映的每一个意见

和诉求，从而真正实现政声与民意的和谐共振，让

党群干群关系水乳交融。3

在农村，像垃圾清运保洁、环境污染整治、
厕所改造等诸多小事，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如果
解决不了、不能办好，不仅影响农村的建设和发
展，而且也会影响到政府在群众中的满意度。
小事就是大事，要下大功夫抓好。

拿农村垃圾清运保洁这件事来说吧，农村
没有专职垃圾清扫保洁员，没有集中处理垃圾
的能力，村民居住分散不便于处理垃圾，再加
上大部分农民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卫生习惯
和生活方式，就形成垃圾乱堆乱放等乱象。在
建设美丽乡村的今天，如果这种小事总是不解
决，群众肯定不满意。

西华县在这件小事上下了一番功夫：层层
政府买单，组织专业保洁员，成立垃圾专业清运
队，购买垃圾运输、处理设备，全县统一清运处
理垃圾，起到了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建议各地
都像西华县那样，对事关民生的小事，下大功
夫，花大力气，舍得人力物力投资，上项目、建设
施、购设备，管理好、使用好。3

（彭世繁）

近日，一位邻居告诉笔者，今年他家孩子高
考后，连续上网追剧一天一夜，由于用眼过度导
致眼睛无法见光，出现了暂时失明。

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高考前，
考生为了复习备考，每天都在繁忙紧张中度
过，特别是在冲刺迎考的最后阶段，神经都绷
得紧紧的。高考落下帷幕，压力终于放下了。
于是，不少考生认为彻底解放了、解脱了。因
此，不分昼夜地沉溺于网络，毫无节制地吃喝
玩乐，把放松变成了放纵。

心理专家指出，高考之后的两三周是心理
问题的高发期。在这段时间里，学校管不着，
家长也由考前的严管变成考后的放任，突然的

“精神解放”，会让一些考生陷入“心理真空
期”。如果考生不能调整心态，容易因生物钟
紊乱而产生健康问题。

因此，考后放松须有度。考生应及时调整
生活状态，选择适当的方式放松自己，比如进
行体育锻炼，或者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社会活
动等。切记过犹不及，切勿过度放纵，以免乐
极生悲。3

（刘洪）

时下，各级各部门愈来愈强调制度建设，无
论是在机关还是社区办公室，常能见到墙上挂着
各种制度、规划、图表，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
止。

工作要遵循制度，行动要有章法。此举，确
实增加了透明度，体现了政务公开，真的有不少
好处。可是若为了考核评比、应付检查、评优争
先，而选择重复挂牌、多头挂牌，那就背离了挂牌
子的初衷。有些单位的许多制度确实上了墙，虽
然各种规章制度制定得比较多，可是由于督促落
实少，不着眼于做好工作的本身，就容易逐渐演
变为形式主义，沦为一种摆设。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
行”。制度的价值，在于落实。一经制定，就应该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不折不扣地执
行，只有真正贯彻执行、落实到位，制度才有执行
力、公信力和生命力。如果仅仅是图形式、走过
场、表面光，制度、规划、目标再完美，也只是“写
在纸上、贴在墙上、飞在天上”。

抓好制度的执行落实，除了增强制度观念、强
化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外，更重要的是要强化监
督。认真检查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确保
执行到位，落到实处，发挥实效。3 （鲁庸兴）

民生小事要下大功夫

5月 28日，本报“基层之声”版以《两公
里村路何时修》为题的新闻图片，对商城县
余集镇曹集村两公里村路年久失修、影响
广大村民出行的情况给予了报道。报道刊
发后的第二天，中共商城县委宣传部致函
本报称：报道刊发的当天，商城县委宣传部
即联系余集镇党委政府和县自然资源局，
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处理。

来函说，余集镇曹集村从赵洼组到大
柳树组的村组路，是县自然资源局招标的

土地整治项目中的田间道路整修工程，这
段路原来狭窄弯曲，路面只有 3 米宽且破
损严重。现在设计为长 1.6 公里、宽 4 米、
厚 0.18 米的混凝土路面。根据工程需要，
2018 年 8 月由曹集村对该路段进行了拓
宽取直，将部分水泥路面破碎。因该村还
有大塘整修和土地复垦等项目工程，为防
止运输工程材料车辆对新修道路造成损
毁，故将该道路工程安排在其他工程竣工
后施工。

其间，曹集村多次对土路路基进行铺
垫整修，但部分路段一到雨天仍旧泥泞不
堪，给村民们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经余
集镇党委政府、县自然资源局现场协商，施
工单位已于 5月 29日开始平整路面、架设
模板，铺装混凝土路面。如天气正常，预计
6月中旬之前，可完成混凝土路面的铺装。

同时，余集镇党委政府将加大宣传力
度，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努力取得沿线群众
对道路施工的理解和支持。3

两公里村路，终于修了
舆情反馈

左图：为防止机动车进入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乱停乱放，郑州市设置了不少隔离桩安装在各个路口。可在郑州市经八
路与黄河路交叉口路北沿黄河路向东至“剧会”娱乐场所门前，一些商家和个人竟然擅自拿掉隔离桩，让机动车随意停在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3 郑言 摄

右图：在郑州市花园路与北环路交叉口北边一点，即汽配大世界公交站快慢车隔离带上,矗立着一根路灯杆。路灯杆
上方赫然写着“有电危险”的字样，而路灯杆下面却电线裸露。这个地方，横过马路的行人不少，尤其是上下学时中小学生
更多。对于此处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还是尽早消除为好。3 秋月 摄

这些事，该管管

图片为毁林现场，由村民提供。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
单位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分别在《河
南 日 报》、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 等 相 关
媒 体 刊 登 了 ZMDY-2018-47 号 、
ZMDY-2018-48 号宗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并
依照国土资源部第 39号令、《河南省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
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于 2019 年
6月 6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
对该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举行
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
2019年6月 14日

ZMDY-2018-47号、ZMDY-2018-48号
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国土成交字[2019]16号

宗地编号

ZMDY-2018-47号

ZMDY-2018-48号

宗地位置

驿城大道
与福宁
路交叉口
东南角

汝河大道
与南庄
路交叉口
东北角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8399.39

7602.77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商住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商业40
住宅70

成交价
（万元/
亩）

204

204

成交金额
（万元）

11750.213340

2326.447620

出
让
方
式

拍
卖

拍
卖

竞得人

河南科
中实业
有限公

司

河南科
中实业
有限公

司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8人合买中得双色球一等奖889万元

6月 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

2019066 期开奖，开出红球 01、14、17、20、

22、32，蓝球 04，当期全国共开出一等奖 6

注，花落内蒙古、山东、广西、云南、河南 5

地，河南中两注，成为当期最大赢家。其中

一注出自许昌 41100042 站，中得奖金 858

万元，另外一注出自郑州41018152站，中得

奖金889万元。

6月 10日上午，郑州大奖得主代表林先

生一行三人现身省福彩大奖兑奖室，据悉，

该张彩票为 8人购买所得，投注方式为复式

9+2，投注金额 336元，揽得一等奖、二等奖

各一注。大奖得主代表林先生介绍：“我们

这些彩友经常合买，所选号码也为众人商量

所得，这样中奖概率大了好多，负担也小了

些，这次我们就选了红球01、03、07、14、17、

19、20、22、32，蓝球 04、12，就这样中了大

奖。”

谈及中奖后的打算，大家纷纷表示：“感

谢中国福利彩票，以后会继续理性购彩，支

持公益事业！” （夏新）

郑州 2019066 期 889万元大奖
得主代表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西大街办事
处学雷锋“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是
郑州市首个街道级的志愿服务站，
围绕“三个集中”、突出“四化建设”、
推行“三项机制”，全面推进“社区党
建+志愿服务”工作模式。志愿服务
工作从生根发芽到茁壮成长，由“单
一化”转变为“多元化”，志愿服务理
念深入人心；由“小范围”转变为“广
覆盖”，满足了辖区群众的需求；由

“让我来”转变为“我参与”，调动起
群众服务社会的积极性，辖区志愿
服务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沙红庆）

从心开始
志愿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