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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这是焦裕禄最常说的一句话。在
任职兰考县委书记期间，焦裕禄
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胶鞋，踏
遍了全县 149 个生产大队中的
120 多个。即便是在病重期间，
他也拒绝只看材料听汇报。

“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对于
领导干部而言，就是要从“文山会
海”中走出来，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当中，在工作一线了解最真实
的情况，听取最鲜活的意见建议，
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坦诚直接的
交流。如果推动工作过多地依赖
看材料听汇报，必然像“吃别人嚼
过的馍”一样，少了一份生动鲜活
的滋味。

但现实工作中，习惯看材料
听汇报的领导干部却不在少数。
准备汇报资料、听取汇报的时间
多了，必然挤压解决实际问题、推
进实际工作的时间，也催生了纸
面落实、调研走秀、形式主义开会
等问题。因此，领导干部要保持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就得
从“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开始。

要在工作中多听群众讲，多
了解具体问题和困难，真正做到
摸准吃透下情，拉近与基层干部
群众的距离。只有将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贯穿想问题、作决策的
全过程，才能解决好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以实实在在
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随着新型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居民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群众的利
益诉求也更加复杂多元，对于领
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
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
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在积极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
众期待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和拥护。

奉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道”的焦裕禄，在盐碱区随便抓一
点碱土放在嘴里品尝，就能说出
咸的是盐，凉丝丝的是硝，又臊又
苦的是马尿碱，让一辈子和盐碱
地打交道的老农都目瞪口呆。对
于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守初心
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机
关大院里走出来、深入到田间地
头，让脚底的泥沉淀出全心全意
为人民的真感情、真抓实干的好
作风。 （据《陕西日报》）

7月9日，榆阳区青云镇色草湾村的牧草田里，农民正在对牧草进行机械化打捆作业。
色草湾村通过土地流转，将村里的滩地经过整合改造成500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通过“合作社＋公

司＋农户”模式，进行了订单牧草种植。今年第一茬牧草喜获丰收，打捆后随即就会被采购商运走。
本报记者庄晨阳摄

牧草打捆

百家言

“做人要有底线，咱欠债不能
欠良心！”神木“百万负翁”侯广平
一语道出了夫妻二人坚守诚信、
偿还债务的信心和决心。

由于早期民间借贷等原因，
榆林不少人因外债无法偿还而导
致个人信用几近崩塌。但还有很
多像侯广平一样的人，在惨遭重
击之下，仍用责任和信用承担起
一切，用坚强和努力去偿还债务，
用诚信挽回了经商资本。

51 岁的侯广平是神木人，
2013年之前一直从事汽车维修
和烟酒副食批发销售工作，每年
收入10余万元，一家4口的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2011年，神木煤炭经济发展
形势大好，吸引了很多民间投资，
侯广平一时眼热，把所有积蓄和
借来的钱一股脑儿全部投到了煤
矿和房地产。没想到仅仅一年
后，煤炭价格大跌，侯广平不仅连
自己的积蓄都赔了进去，还搭上

了亲戚朋友那借来的 300 多万
元，家里能抵押的都抵押了，能卖
的也都卖了，一夜之间他就变成
了“百万负翁”。

“死的心都有！”侯广平坦言，
面对巨额债务，当时他也想过一
跑了之，但转念再想，当初亲戚朋
友肯把血汗钱借给他，不正是冲
着自己栓正的人品吗？况且，人
活脸面树活皮，欠债还钱本就天
经地义，这钱一定要还！

“房子、车子，家里所有值钱
的东西……挺好的日子，一下子
全没了。”妻子王俊琴说，巨大的
落差一时间让全家人都接受不
了，过日子成了熬日子。经过一
段时间的煎熬后，侯广平和妻子
决定开始赚钱还债。

但干点什么呢？受煤炭价格
下跌影响，2013年成为神木经济
发展最困难的一年。经济发展形
势再不好，大家饭总还得吃吧！

侯广平祖上有做豆腐的手

艺，考虑再三后，他决定卖豆腐。
做豆腐看着简单，其实是个技

术活。为了真正掌握做豆腐的精
髓，侯广平不仅向父亲学，还向户
家兄弟虚心请教。没过多久，他就
熟练掌握了做豆腐的全部手艺。

7月5日一大早，神木西大街
老侯家豆腐坊内，雾气腾腾，侯广
平夫妇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选
料、浸泡、磨浆、去渣、杀沫、煮浆、
点浆、压制……每天凌晨3点，夫
妻二人就来到这不足20平方米
的小作坊里开始做豆腐，虽然工
序不多，但每个都马虎不得。

秉承传统古法工艺，坚守没
有任何添加剂、不缺斤少两的原
则，侯广平的豆腐生意越做越好，
每天能卖出去600多斤，一个月
下来收入近万元。

“做豆腐是个苦营生，但能把
欠的钱早点还清，再苦也值得。”侯
广平透露，每个月末，他会把攒下
来的钱分成几份，按时向借款人还

钱。如今，他已经偿还了近60万元
的债务。为了尽快还清剩下的债
务，豆腐坊又扩大了规模，今年4月
份，开始销售当地特色绿豆粉。

“广平是个实在人，有良知讲
诚信，所以我才把钱借给他。”借
款人徐某和侯广平是小学同学，
相识多年深知其为人，当初他借
出去的10万元如今已还回来5万
多元了。借款人焦某对此感同身
受，直言侯广平虽然每次还钱少，
但大家都能理解他的难处，“相比
其他人，老侯是好样的！”

欠的债虽然还有不少，但如
今的侯广平心态非常乐观积极，
他说既然大家都认可自己的人
品，就要擦亮这块牌子，不能蒙
灰。侯广平深信只要努力，就会
有收获，只要自己的豆腐坊不倒，
欠的债就一定会还上。“人欠什么
也不能欠良心债。欠钱迟早可以
还，但欠了良心债，就一辈子也还
不清了。”侯广平说。

本报通讯员张东红 王姣报
道 7月9日，绥德县城污水管网
恢复重建一期工程建成投用，标
志着绥德县灾后恢复重建取得又
一项阶段性胜利。

2017年7月26日，绥德发生
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污水处理
厂被淹，污水管道被毁，城区下水
道堵塞，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

保障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不受影
响，保护生态环境，绥德县投资
2.8亿多元，建设污水管网恢复重
建一期工程，工程全长约28.6公
里，管道北起龙湾明星家园河畔，
西起张家砭惠民小区河畔，南至
污水处理厂，沿大理河、无定河两
岸铺设，于今年2月份全线开工，
经过120多天的日夜奋战，现在
全线竣工，投入运营。

“7·26”灾后恢复重建取得阶段性胜利

绥德县城污水管网
恢复重建一期工程投用

欠债不欠良心的侯广平——

用诚信擦亮人生底色
本报见习记者 宋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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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强调，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要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日益增长
的法律服务需求，加快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意见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
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
共法律服务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平台功能有
效发挥，服务网络设施全面覆盖、互联互通，公共
法律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基本形成，城乡基本
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人民群众享有的
基本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日益提升。

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目标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全面覆盖、服务机制更加
健全、服务供给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坚实有力，基
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基本实现，法律服务的
群众满意度和社会公信力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共
享公共法律服务成果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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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 国办印发《意见》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
者胡浩 王子铭）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近日印发。意见分别对
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招生考
试提出了相关要求，在义务教
育阶段，要推进义务教育学校
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精准做
好控辍保学工作。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义务教育，意见规定，严
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
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
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
选拔学生。根据民办教育促
进法相关规定，意见按照公办
民办学校同等对待、互不享有
招生特权的原则，明确“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

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
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这样既满足招生人数要求，又
确保客观公平，维护正常招生
秩序。

对于高中阶段，意见就招
生和考试分别提出了要求。一
是强调高中阶段学校实行基于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
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
式，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
标分配到初中政策，公办民办
普通高中按审批机关统一批准
的招生计划、范围、标准和方式
同步招生。二是稳步推进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省级统一命题，
坚持以课程标准为命题依据，
不得制定考试大纲，不断提高
命题水平。

免试！就近！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面试选拔学生

本报记者刘予涵报道 今年
以来，为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更好地为企业群众服务，子洲县相
关部门推行多项举措，积极为企业
群众减税降费，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创业。

子洲县住建局对棚户区改造项

目、招商引资项目、教育卫生等政府
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收费
标准为每平方米40元。子洲县住
建局通过免收措施使子洲县天赐
黄芪厂节省棚户区改造项目配套
费48.77万元。通过允许缓交劳保

费用，极大地缓解了县内建设单位
的资金紧张问题。子洲县天赐黄
芪厂棚户区改造项目造价1942.24
万元，按《陕西省建设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价费率》规定，建设单位应
缴纳劳保费68.95万元。在建设单
位榆林市三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出具了缴费承诺书，承诺在竣工
验收前缴纳相关费用后，县住建局
向其核发施工许可证。

同时，该局对涉及办理手续
的，避免建设单位提交重复材料，

将办理时限压缩至最短时间。
子洲县不动产登记局积极主动

与税务部门联系沟通，实现了不动
产登记和税收一窗受理业务，并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相关人
员开展上门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为实现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
次”，县不动产登记局开通了证书
证明免费寄送业务，只要申请人员
填好详细的通讯地址，县不动产登
记局会联系快递公司，免费将用户
办好的证件寄送到家。

子洲县释放减税降费红利

为企业添活力 让群众享实惠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周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