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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银行约好了，合作社的贷款
下午要去办一下。”“村里几条河道需
要整治。”采访海门市余东镇长圩村
党总支书记戴美英，短短1个多小
时，她的手机响了七八回，村民大事
小事都找她。

戴美英今年55岁，讲起话来声
音响亮，透着一股子干脆利落。然而
16年前，余东镇党委找戴美英谈话，
要她担任长圩村党总支书记时，她却
犹豫了好久。“我至今记得，是那年7
月 3 日开的村党员大会宣布了任
命。那天晚上，我心里直打鼓，一夜
没合眼。”戴美英说。

当年的长圩村是远近闻名的落
后村，长年在镇里排名垫底，全村没
有一家企业，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
路，村集体负债30多万元，村民人均
年收入仅1000多元。另外，村里干
群关系紧张，有时上面来人，在村干
部家搭伙，就会有村民守在村干部家
门口，看看吃了什么。村委会的桌
子，也被村民掀翻过。

“长圩村穷，根子就在干群不齐
心！”戴美英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重
建群众对村党组织的信任，她立下规
矩：村里所有接待不用一分钱公款，
上面来人搭伙，就到村干部家吃饭，
不报销。同时将村里账目全部公开，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凝聚起人心，戴美英开始琢磨：

村民靠种水稻和小麦，辛苦一年，每
亩地的收入还不到1000元，怎么富
起来呢？种蔬菜会不会是一条致富
路？戴美英带着村干部、种田大户、
村民代表连跑上海6家蔬菜批发市
场调研。新鲜蔬菜供不应求！回海
门的路上，群情振奋，车上大家你8
亩我10亩，登记蔬菜种植面积超过
300亩。没想到几天后，大家担心风
险，纷纷反悔。戴美英急了，在村党
员大会上提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带
头蹚路，哪怕只种1亩！”

那一年，长圩村种了 48 亩蔬
菜。年底算账，平均每亩地收益五六
千元，最高的达8600元。戴美英大
力发动村民改种蔬菜，为打消大家的
顾虑，她与村民签订包销协议，“风险
我承担，利润归大家”。

长圩村蔬菜种植面积迅速突破
1000亩，风险也在悄悄累积。2007
年夏天，村里每天产出杭椒就超过3
万斤，堆起来像一座小山。戴美英发
现，蔬菜明显不像前几年好卖了。她
和村干部们起早贪黑，每天凌晨4点
多起来装车，跟车到上海跑市场，回
到家里已是第二天凌晨。匆匆休息
两三个小时，再开始新的忙碌。

一天，卡车还没开出海门，就发
生了侧翻，将戴美英和4名村干部重
重摔在地上。戴美英这次没能忍住
泪水，5人在路边抱头痛哭了一场，
又一瘸一拐地把杭椒收拾上卡车，
赶往上海。祸不单行，那天一车杭
椒卖了6000多元，装在戴美英的包
里，全被偷走了。戴美英默默拿出
原本准备为父亲过 70 岁生日的
6000元，补给了村民。“帮村民卖菜，
村干部不挣一分钱，戴书记还倒贴
了那么多，我们都看着心疼，但她一
个字都不许我们对外说。”长圩村党
总支副书记包进强说。

市场变化倒逼长圩村作出改
变。戴美英探索“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模式，建大棚发展高效农业，并
注册“绿圩”“天添”等品牌。然而建
大棚每亩需投入约7800元，让很多
村民打了退堂鼓。“‘第一只螃蟹’还
是党员干部吃！”在戴美英带领下，5
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贷款350万元
先闯先试，大棚建成后，亩均收益超
过8000元，引领村民纷纷跟进。

“我是被戴书记‘逼’上致富路
的。”走进25组村民严水琴家，200
多平方米的楼房宽敞气派，外墙贴
着高档石材，屋内双门冰箱、液晶电
视等一应俱全。几年前，严水琴还
是村里的困难户，儿子在读大学，丈
夫在外打零工，母亲患病，三间半平
房，一家人住了20多年。“戴书记几
次动员我承包大棚种西瓜，帮我担
保贷款10多万元，偶尔看到我上牌
桌，会毫不留情把我骂下来。”严水
琴的西瓜种植规模连年扩大，已达

30多亩。记者问起种西瓜的收益，
严水琴笑而不答，只说“盖房子花了
近60万元”。

被戴美英推上致富路的，还有44
岁的邱学军。邱学军曾是“愣头青”，
几年前他跟人发生纠纷，双方聚集30
多人，一场冲突眼看着爆发。戴美英
冲进人群，含着眼泪骂退众人，“你们
想干什么？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也不
为家人考虑吗？”平息了事端，戴美英
鼓励邱学军养羊致富，不但帮他担保
贷款45万元，还把自家的承包地让
给他建羊舍。如今邱学军饲养山羊
超过3600头，行情好时，一年能挣
100多万元。

“既然是党员，就该亮出身份，作
出表率。”戴美英要求长圩村所有党
员做到“六带头”——学习上带头、勤
劳致富上带头、遵规守纪上带头、爱
民助民上带头、端正村风民风上带
头、促进团结和谐上带头。党建引
领，使长圩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
村，1197户农户全部加入合作社，村
固定资产超过1600万元，集体经济
收入超过7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
过3万元。

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江苏省文明村、江苏省民主法治
示范村、江苏省生态村、江苏省卫生
村……长圩村的荣誉墙上奖牌越挂
越多。但最令戴美英欣慰的，是村民
遇到难事烦事，都喜欢“找戴书记”，
她知道，这意味着大家对村党总支沉
甸甸的信任。

本报记者 徐 超 陈 明
本报通讯员 俞圣彤 俞新美

“ 有 事 ，就 找 戴 书 记 ”
——记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戴美英

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机关联系
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也是人民群
众表达意愿、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
重要渠道。然而，往往有“代表不知
在哪接待群众”“群众不知到哪找代
表反映问题”的尴尬。对此，南京市
人大将于本月底前，在全市各区（新
区）政务服务中心全部设立“市人大
代表联系点”，方便南京市民找代表
反映问题。

直面需求，
由“等待”向“主动”转变

9月5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政务
服务中心人大代表接待窗口，正在
接待群众的浦口区人大代表范有
玲、雷进宝，向南京市人大代表联系
点建设现场推进会与会人员，介绍
了联系点接待群众情况，“我们每次
活动要接待群众七八人次，群众反
映的主要是道路交通、老旧小区改
造等民生问题。”

浦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位于江浦
街道象山路上，交通十分便利，中心
三楼正对过道就是区人大常委会设
置的3个人大代表接待窗口。“来这
里办事的群众多，窗口的位置很显
眼，百姓一上楼就能看到，方便群众
来访。”浦口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人大代表
多是兼职，平时都在各自单位工作，
群众要找他们反映问题“不太容易找
得到”。后来，区人大常委会在一些
街道社区设立“代表之家”，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这一矛盾。但街道社区辐

射面一般局限于本社区，有时半天也
等不来一个群众，接待效率不高。

加强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既有利于代表深入了解民情、民意，
又能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把党的
正确主张和法律法规转化为人民群
众的自觉行动。南京市人大常委会
人代联委负责同志介绍，目前该市
的市人大代表，已通过设立在基层
社区、村组的418个基层联系点，全
面落实了每位代表固定联系1个社
区、2名区人大代表和3名基层群众
的“123制度”。

南京市六合区人大常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在市民中心办事大
厅的要道口、显眼处设立了“人大代
表接待岗”，“群众一进门就能见到我
们，有需要随时与代表交流。”

搭建好联系群众的平台，有必要
探索“接待方式”的转变。溧水区强调
代表接待群众，由“等待型”向“主动型”
转变，由“单人接”向“组团接”转变，由

“无主题”接待向“有主题”接待转变。
雨花台区尝试人大代表变“约访”为邀
请选民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听取意见，
或者利用社区活动，将室内接待变为
室外互动，激发选民的参与热情。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腊
军说，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南京市
人大常委会决定9月底前在全市各
区（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全部设立市
人大代表联系点。

既接待群众，
也监督政府部门

8月14日，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研究通过实施意见，将市人大
代表联系点进政务服务中心作为一
项制度性安排固化下来，明确9月底
前联系点在各区（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全覆盖。

这样的联系点至少要达到“六
有”标准：有联系点标识、有接待指
南、有安排计划、有工作记录、有办
公设备、有专人管理。在具体接待
安排上，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刚
性要求：各区（新区）要统筹安排本
行政区域内的市人大代表每月不少
于2次轮流在联系点接待群众；每位
市人大代表1年内至少参加1次直
接接待活动。

“现在很方便，政务中心显眼
好找。到中心来办事，遇到什么不公
平、不合规的，感觉需要政府推动
解决的，直接就找人大代表反映反
映。”正在南京市浦口区政务服务中
心人大代表接待窗口反映情况的永
宁街道居民王大妈说。记者在现
场注意到，接待窗口墙边的显示屏
上，公示着5天后将接待群众的两
位人大代表情况，并明确接待内容
是“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意见和
要求”。

这项制度安排不仅方便代表联
系群众，也方便监督政府部门工作。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人代联委相关负
责人说，在政务中心建立市人大代表
联系点，还便于代表深入了解政府部
门工作情况，收集群众对政府部门的
意见建议，为代表有针对性地开展调
研、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创造有利
条件。

三种情况分类处置，
确保件件有回音

百姓反映的意见后续如何处
理？又如何反馈？在浦口区政务服
务中心人大代表接待窗口的接待情
况登记表上，记者看到群众诉求被分
为经济发展类、社会事业类、民生保
障类等8类来登记。

“这些问题有三种处置方式：属
于人大监督范围的，交由‘一府一委
两院’进行办理答复；属于群众个人
信访诉求的，由区政务服务热线转交
相关单位办理；对于涉及面广且确有
价值的，作为代表建议线索，引导我
们代表在充分调研后提出更具针对
性的议案和建议。”雷进宝介绍。

接待窗口统计表显示，一年来，
人大代表共收集登记群众意见建议
112件，其中42件由代表当场联系答
复，53件转交政务服务热线处理，17
件纳为代表建议线索。“去年，有百姓
反映香山路拥堵的问题，我们区人大
代表在年初人代会上整理提交了建
议。”浦口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介绍，
目前，这条建议被列为区人大常委会

“1号代表建议”，由该区人大常委会
主要领导督办。

百姓反映的问题意见必须件件
有回音。为此，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特
别强调，要建立健全人大代表联系群
众的意见收集、问题交办直到问题解
决反馈的完整机制，真正提升百姓满
意度，增强群众获得感。

本报通讯员 肖利民 王 旭
本报记者 陈月飞

南京人大代表联系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从制度上让代表与群众对接更畅通

大学生在大学应该学什么?选择可能五花八门。近日，江西
某师范学院新开一门选修课——“爬树”课。

“爬树”听起来好像有些“另类”，但对学生来说其实颇为实
用——在繁忙的课业中暂时解脱出来亲近自然、锻炼体魄，还可
以掌握一项逃生技能。纵观高校一些脑洞大开但大受欢迎的

“奇葩”选修课，像减肥化妆、恋爱技巧，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哈
利波特与遗传学甚至历史穿越课等，虽然不乏争议之声，但的确
能够激发学生探索新知的好奇心和积极性。对于这种课程创
新，只要是为鼓励学习探索而不是标新立异、有着实际内容而不
是哗众取宠，再多一些又何妨？ 陈立民/文 张永文/图

选修“爬树”有何不可

本报讯 江苏自贸试验区正式
设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于自
贸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江苏自贸
区的成立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够给
百姓和企业带来哪些利好？南京海
关副关长陈建东以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16日走进省政风热线直播间，现
场回应百姓诉求。

陈建东说，自贸试验区是我国
自主在境内设立的特殊经济区域，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
广为基本要求，在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
等方面加以探索、积累经验。江苏
自贸区的设立，将会给企业带来贸
易便利化、准入门槛降低、营商环境
优化等诸多利好。通关便利降低企
业硬性成本，比如有些产品本来需

要审批、进口许可，但是进入自贸区
这些手续都可以省掉，创业门槛也
大大降低，有利于吸引外资企业到
区内发展。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自
贸区的发展也将带来许多实实在在
的好处。比如自贸区可以注册中外
合资旅游社，百姓出国旅游更加方
便；通过适度开放医疗保险包括银
行业务，可以享受到国外一些健康
方面的治疗保障，包括理财品种选
择；通过在区内开展电商新业务，百
姓可以不出家门，购买到品种更加
齐全、质高价优的国外产品。

南京海关将为自贸试验区的
顺利发展提供哪些政策保障？陈
建东透露，国务院发布101项自贸
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制度，其中
属于海关制度创新的有52项。就
江苏自贸区发展来说，海关总署正
在制定发展方案，南京海关目前也
正在着力对涉及海关业务的28项
任务进行具体研究，推进落实相应
措施。 （顾 敏）

南京海关走进省政风热线直播间

江苏自贸区将带来多重红利

篦箕巷位于常州城西,紧临运
河,是古毗陵驿所在地,旧称“花市
街”。自古以来,常州就一直以制作
篦箕和木梳而闻名,素有“宫梳名
篦”和“常州梳篦甲天下”之盛誉。

左图：鸟瞰篦箕巷（2019年摄）。
右图：2002年的篦箕巷。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于先云摄

本报讯 16日，由东南大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江苏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东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三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层
论坛在南京举行。围绕“中国传统文
化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20余位
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张云飞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的群众路线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生动实践，指出群众路线是新
中国7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
宝。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郇庆治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与
脉络有助于我们自主思考和构建当
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话语体
系和制度框架、战略举措，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理论阐释与

实践引领中可以承担十分重要的路
径功能。省政府参事、江苏长江经
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认为，创新
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动力，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持
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
是长江经济带永续发展的必要条
件，开放发展是长江经济带走向繁
荣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长江经
济带全面发展的根本归宿。东南大
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
究员袁健红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
导，通过制度建设、管理创新等方式
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科技的协同
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走出一
条符合江苏实际、发挥江苏优势的
江苏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颜云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高层论坛在宁举行

▶上接1版 以“任尔东西南北风、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一个声
音喊到底，一股劲儿抓到底，确保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不搞花架子，
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努
力使一切工作经得起实践、群众和
历史的检验。

“政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
时，领导干部都希望在任期内干出一
番业绩来，这无可厚非，也值得期
待。而接任“新官”是继续“烧好前任
的火”还是“重打锣鼓另开张”，群众
关注度高，也考验着党员领导干部的
思想境界。创新不是标新立异，继承
也不是墨守成规。对领导干部来说，
既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又要
保持大局稳定和工作连续性。如果
心浮气躁，期盼“立竿见影”，企图“拔
苗助长”，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热
衷于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满足
于看得见、摸得着、费力少、见效快的

“显绩”，对那些不显山、不露水、周期
长、见效慢的“潜绩”不上心，甚至换
一任领导就“兜底翻”，不仅会造成国

家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的严
重浪费，而且有害于建设事业本身的
发展，同时还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
力，损害老百姓的实际利益。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是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接力推
进的结果。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只有打好基础、管好长远，才
能稳扎稳打、行稳致远。这就要求领
导干部树立系统思维，贯彻新发展理
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思想上和
工作上摆正“显绩”与“潜绩”的辩证
关系，自觉抵制浮躁浮夸、急功近利
的不良思想和行为，切实把那些基础
性工作摆上位、认真抓，潜下心来，扑
下身子，用心投入，出实招、办实事、
求实效，多办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
利长远的实事，多做顺民心、惠民生、
利发展的好事，多创造惠及长远、造
福后代的“潜绩”。唯有如此，才能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
益，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注入持续
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