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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郸城县李楼乡砖寺行政村

$%

岁的老党员王廷备! 坐着轮椅来到乡

政府!交了
#&&

元的党费"

李楼乡乡长孙立把王廷备老人请进

办公室!为他端茶倒水!并叮嘱其要照顾

好自己的身体! 有什么困难随时跟党和

政府说" 王廷备乐呵呵地说#$我虽然年

纪大了!但生活基本还能自理!请党和政

府不要挂念% &

'&&$

年! 郸城县委组织部号召党员

交纳$特殊党费&支援汶川抗震救灾时!

王廷备当时与在山西太原打工的儿子住

在一起!他特意委托在家的孙子王原!到

县委组织部交纳
'&&&

元的 $特殊党费&!

以一个老党员的实际行动! 全力支援抗

震救灾%

$最近这几年!王廷备每年都到乡里

亲自交党费!每次至少
#&&

元% 遇到外地

有大的自然灾害!他还会交
(&&&

至
'&&&

元% 其实!一般农村党员每年交党费都是

#&

元左右% &孙立说%

年轻时! 王廷备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是一位作战勇敢'经历过战火洗礼的

老党员" 他从部队复原到地方后! 不居

功'不自满'不懈怠!多年如一日!坚持为

乡邻办好事'办实事!默默无闻地践行着

一个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 受到当地群

众的交口称赞"

李楼乡位置偏僻!经济相对落后" 过

去! 人们常说这样一句顺口溜#(李楼李

楼没有楼!一条大街看两头!大路小路缺

柏油!每逢阴雨都发愁% &特别是从李楼

乡到砖寺行政村的道路更是坑洼不平!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这条路最

真实的写照% 王廷备看在眼里' 急在心

里!他趁农闲时节!捡来农民拆房不用的

碎砖头'碎瓦片!推上架车!带上铁锹!沿

路铺垫路上的坑坑洼洼!年年如此!一直

坚持了七年! 直到最后村里通上了柏油

路% 他说#(虽然我是一个农民!但心里始

终记得我曾经是一名子弟兵! 现在依然

是一名共产党员! 能为党和政府多做些

贡献就多做一些% &

如今! 王廷备的头发白了' 眼睛花

了!曾经笔挺的腰杆也有些弯了!但他对

党忠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心却

依然年轻%

村里有一座小桥!桥面破损!桥基老

化!成为一座危桥!给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带来诸多不便% 乡里争取了项目资金修

桥!但还有一些缺口% 王廷备听说后!自

愿捐出自己辛苦攒下的
%&&

元钱% 在他

的带动下! 村民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

力!很快!资金缺口补上了!一座崭新的

(连心桥&修好了!解决了出行难题%

砖寺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王庆灵说#

(早些年!王廷备在我们村东头的柏油路

旁!放一个打气筒'一个开水瓶和两个瓷

碗!让过往路人免费喝水'免费打气!一

直坚持了十多年% &

以前!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大家都

会拿出(份子钱&!主家为了面子!总是大

办酒席!置办一大桌的大鱼大肉!造成很

大的浪费% 作为一名基层老党员!王廷备

带头俭朴办事% 一次!身为婚礼(管事&的

王廷备成功劝说新郎方放弃请
%

辆小轿

车接新娘的想法!而是雇了一个花轿!吹

吹打打' 热热闹闹地迎回了新娘% 宴席

上!以往的大鱼大肉少了很多!时令蔬菜

成了主角! 一桌一瓶酒! 主人也不再劝

酒!大家可以随意喝% 就这样!在王廷备

的带动下!简朴办事'新事新办已经在砖

寺行政村蔚然成风%

王廷备在生活中积极发挥共产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经常帮助村里出主意'想

办法!兼任村纠纷(调解员&'法制教育(宣

传员&'综合治理(治安员&'红白喜事(理

事员&% 每年冬天!他都和巡防队员一起

站岗放哨!为群众看家护院)每年(三夏&

时节!他都参加义务巡逻!宣传禁烧秸秆

的重大意义% 儿女们逢年过节孝敬他的

礼品!他也舍不得吃!大多送给了村里的

困难户'五保户%

王廷备常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

小!只要是对他人有益的事我都愿意干!

为群众办好事!我心里踏实% &作为一名

$&

多岁的老党员!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

样做的! 他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为党徽

增光添彩%

党徽闪烁夕阳红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 近日 !市统

计部门公布了
'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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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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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

月份! 食品烟酒类价

格同比上涨
",(.

! 是八大类商品中上

涨幅度最大的商品) 其次是衣着类价

格!同比上涨
0,-.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

价格位居第三!同比上涨
(,$.

)其余两

类呈涨势的商品分别是其他用品和服

务类以及居住类% 当月价格出现下降

的是交通和通信类' 生活用品及服务

类和医疗保健类%

从最能反映物价变动最新情况的

环比数据看!

'

月份! 鲜菜的价格涨幅

最大!环比上涨
'(,-.

% 相对于其他数

据! 市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蔬菜价格

的节节攀升% 一些市民不禁感慨#$春

节已经过完了!菜咋还这么贵
1

&

市统计部门工作人员分析! 鲜菜

价格上涨的原因有# 一是受春节等假

日因素影响! 居民需求量的短时大幅

增加使市场供需失衡! 导致鲜菜价格

明显上涨% 春节假期过后!普遍吃多肉

食的消费者对鲜菜需求再次增加 !而

流通环节的经营者还未完全恢复营

业!供需仍处于失衡状态!造成鲜菜价

格仍居高位运行% 二是受阴冷'雾霾天

气影响!整个冬季鲜菜生长受阻'产量

下降'供给不足!致使鲜菜价格居高不

下% 此外!

'

月份!肉价环比上涨
%,#.

!

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

的影响仅

次于鲜菜的价格%

*线索提供#黄金良 杨艳东+

,,,记郸城县李楼乡老党员王廷备

!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胡恩来 刘涛

!月份!我市 "#$同比上涨 %&'(

食品烟酒类涨幅最大

"

月
/

日是世界卫生日! 世界

卫生组织将今年世界卫生日的关

注重点确定为"应对糖尿病#$ 当天

上午!我市卫生部门组织多家医院

走上街头! 开展大型义诊活动!现

场为市民抽血验血!认真解答市民

提出的相关问题!并发放糖尿病防

治知识等宣传资料!向广大市民倡

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图为项城市开

展义诊活动现场$

王洁石 摄

!!!!!

"请把我局第一次回复内容读三遍!

若还不理解!最好屈尊到户籍窗口咨询为

宜$ %近日!福建霞浦县政务服务平台的这

条回复引起议论$ 经当地公安局核实!该

局之前的确已对网帖内容作过详细答复!

但仍为涉事民警如此回复表示道歉!并对

涉事民警予以警告$

为群众答疑解惑是政府部门的分内

之事和当尽之责$ 尽管经当地调查!发现

网民"误将第二次简略回复当做第一次的

详细回复%!且有"对内容断章取义%之嫌!

但涉事民警也不应作出如此缺乏耐心的

回复$

近年来! 各地政府积极搭建政务平

台&政府网站等!就是要畅通渠道!方便群

众办事$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部门的回复

答非所问!敷衍了事!打太极!甚至出现雷

人言语$如此现象!伤害了政府公信!背离

了搭建网络平台的初衷$

解答民众询问!是冷若冰霜还是和煦

如春!表面上是态度问题!深层次是作风问

题$回应民众关切!能否诚恳些&热情些!有

话好好说!是关系到作风建设的大事$

当前! 有不少地方出台了政务平台

管理办法!对诉求范围&回复时间&回复方

式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有关部门要严格

执行管理规定!细化问责机制!发现问题

后及时问责!让为民办事更加走心$

作风建设无小事$ 在当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级各部门要绷紧

作风的弦!把担当意识提上来!把为民服

务的心沉下去!以更多的耐心&细心和责

任心! 让群众从每一件小事中感受到暖

度$

服务为民就该"有话好好说#

!

董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