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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迎你进村来
□李满春

“你告诉我你女儿的电话，我
让她加我的微信，这个包裹我就帮
你带到局里寄出。”湖南省嘉禾县
盘江乡宅侯村五组李志源和李资
良老师夫妇的女儿远嫁到怀化市
会同县，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女儿
回家探亲，住了一段时间又回了怀
化，可一包小孩子的衣物不好携带
便放在家里，需要我帮忙寄走。

隔一天，再去他家，我问：“你
女儿收到包裹了吗？”李志源很
是兴奋，连声答道：“收到了，刚收
到。”这个中风后行动不便的男
人，站立时不住地用右手搓着伸
张不便的左手，叫我坐，嘴里连连
感叹：“真好，我抄给你的地址电
话也不带，手机上一弄就办好了，
真好！”

我告诉他，现在寄包裹已经
不用手工填单，微信上一扫码，手
机填单，提交成功就可以了。这
边一填好，邮局里电脑连着的打
印机就能打印出刚填好的电子面
单，我带着包裹回去贴上就可以将
包裹寄走了。就像现在订报刊，再

也不用去翻大部头的目录，在手机
上一搜索就能找到，随时可下订
单。

宅侯村是盘江路段最偏远的一
个大村子，这里民风淳朴，村民极为
好客。每每中午地里收工回家，常
见三五妇女相聚家中喝茶，花生、瓜
子、糖果、腌菜等满满一桌，谁从门
口路过谁就是茶客。茶是从山里自
己撸下来的土茶，喝一碗再添一碗，
喝上三五碗，闲谈中也不觉得肚腹
饱胀，甚觉其乐融融。

我走这个路段不觉间已有 8
年了。这个村子造型漂亮的房子
越来越多，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村
民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勤劳致富
所收获的硕果。宅侯村种植的西
瓜，已盛名了许多年，润甜、瓤红、
大小适中。近几年，村里又成立
了万寿庵稻谷种植合作社，成功
地推出了“宅侯贡米”品牌。进
村的路口右边，贡米加工厂精致、
整洁。今年，从米厂延至嘉宁大
道接壤的入村口，路两边凡有空
隙的地方，都撒满了百日菊的花
籽。一开始并不在意那些嫩嫩的
小苗为何物。三伏天，秋夏之交，

几场雨后，这些百日菊花苗快速
成长，花朵次第盛开，红白黄紫
粉，组成一路的花带。这一路的
花带，傲立骄阳下，喜迎过路客，
让你不得不叹服宅侯村人在致富
路上别样的浪漫情怀。

可在 15 年前，嘉宁大道还没
修建时，仅有的一条砂石路是从
还未进长田尾村前的路段插进
的，坑坑洼洼，窄窄的，一遇雨天，
泥泞满地，要扛着自行车走二三
公里。这个大山脚下的村子，雨
天后就是无路可走，被山路封锁
的近 2000 人的出行困难可想而
知。

嘉宁大道未修好前，去邻县
宁远县的省道还不如现在的村
道，分叉进村的道路不是砂石路
就是羊肠小道。在嘉禾县内，当
时的盘江邮路是最偏僻、最艰苦
的。我刚接手这个路段跟班第
一天，连人带摩托车就摔倒在鸡
翅形山路的折弯处。还有一次，
有一位老叔送我两个香瓜，让我
路上解渴，可在去羊牯岭的坡路
上，有大雨冲刷过的两道深深的
车辙，我稍一变道就重重摔倒，香

瓜被摔得稀巴烂。
尽管是砂石路，但老乡们也

习以为常，每次雨后，干部都会组
织村民带着工具修葺一番。他们
对我说，比起我的前任或者前任的
前任，我要幸运得多，至少可以骑
着摩托车，而不是全靠两只脚丈量
村村寨寨的山路。从他们的嘴里，
我能够想象：络腮胡子的老彭，手
里拿着一根探路的竹棍，一路扫着
路边的毛草和荆棘，在夜色中踽踽
独行；矮个子的小李，烈日下飞也
似地窜进一片树荫中，拿毛巾擦擦
汗，继续前行……

道路的变化是悄然和渐进的，
今天，盘江乡所有的村组都接通了
柏油公路，在我看来，这样的变化
又仿佛翻书一样忽然翻过来似的。
变化的过程常常被忽略，因为我现
在看到和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
果。

8 年间，那些路边山坡上换茬
栽下的杉树，已经窜高到近两丈，
密植的树林已成一道绿色的墙；那
时出生的毛娃娃，现在上了学，蹦
蹦跳跳，变成了顽童；还有一些曾
经打过交道的老者，包括那个老
彭，也悄然上山做起了护林员。8
年了，那么多村寨的人，有些人我
不一定记得，但他们一定记得我，

他们把我当作亲戚，把我当作他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道路便捷了，邮路也一
定会轻松，那你一定是不了解邮政
发展的人。现在出班时，我的摩托
车油箱前挂着一只装满报纸杂志
的单挂袋，后座上左右连体双挂袋
也是满的，然后肩上斜背一个随身
大号背包，一共 4 个包，这是“基
本款”。当包裹量多时，双挂袋上
要用塑料大邮袋灌两大袋包裹，用
扎绳绑紧，这是“升级款”或“加重
款”。人坐在上面，也成了包裹的
一部分，只有一路按顺序派送完，
想想没有出差错，才能轻松起来。
记得一次客户签收时，中年大姐兴
奋地告诉我，她也学会网购了，又
下了订单。我内心五味杂陈，开玩
笑道：“好，但你要小心自己的钱袋
子和男人的唠叨！”

老乡们的生活富裕了，花钱网
购也习以为常，有些是图方便，有
些就是图高兴。人们心里高兴，精
神上也高雅起来。每次进宅侯村，
见路旁花带的百日菊越开越盛，都
不免暗暗感激那个别出心裁想出
这个点子的人来。是啊，人们追求
美好，制造惊喜，让生活变得越来
越有意思，像我们这样服务他们的
乡邮员，辛苦点儿难道不值得吗？

坚决打掉“无形的墙”
“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特别是群众反

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工作意见》中，列举了“漠视群众利益和疾苦，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无动于衷、消极应付，对群众合理诉求推诿扯皮、冷硬横
推，对群众态度简单粗暴、颐指气使”“便民服务单位和政务服务窗
口态度差、办事效率低，政务服务热线、政府网站、政务 APP 运行‘僵
尸化’”“‘新官不理旧事’，言而无信，重招商轻落地、轻服务，影响
营商环境”等典型表现。

这些描述，如同一组或一脸漠然，或鼻孔朝天，又或翻脸不认账
的群像素描，勾勒出少数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党员干部的倨
傲面貌。不难想象，其背后有多少群众的怒和怨。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是不作为、不负责、不担当的表现，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
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把群众真正放在心上，
哪里会有官老爷的臭架子、只作秀不做事的花样子、无动于衷的冷
脸子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贻误工作、劳民伤财，更从根子
上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最终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像
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使党丧失根基。

整治群众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要坚持走群众
路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比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难分辨、难
定性，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研排查，畅通
监督举报渠道，就能听到真话、找准问题，就能掌握实情、找到实
策。党员干部的为民意识、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好”还
是“差”，是把群众放在心上还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群众最有发言权。
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整治工作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整治效果最终由人民群众来评判。

整治群众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要着力发现和
纠正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促进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克己奉公、保持本
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究其根本是一些党
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特权思想、

“官本位”思想作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权是一种危害极大的
腐蚀剂，不仅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直接侵蚀党和国
家的制度根基，是毁堤蚀坝的蝼蚁之穴。”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一个特殊意义，就是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侵蚀党的
执政基础的突出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从严管党治党就在身边、
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

“关键少数”，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作
用，形成监督合力，让官僚做派、特权现象无处藏身。

整治群众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要与正在开展
的专项治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污染防治和环保问责
工作、民生领域相关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要专项工作相结
合。比如，坚决整治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漠视
群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问题严肃问责，对查处的典型案例通报曝
光。紧盯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
域，注重发现和查处因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等造成黑恶势力坐大
成势以及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责任落实不力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对工作推动不力、有黑不打、有恶不除、有乱不治、群众反映
强烈、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以及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惩治
不力的，要严肃问责。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决定了作风建设只能是“永远”而不是

“暂时”，也意味着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打攻坚战和持久战。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作为、履职
尽责，努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群众高兴、满意，就是检验标准。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黑龙江省邮政工会

举办财务经审工作培训班
日前，黑龙江省邮政工会举办了全省邮政工会财务经审工作培

训班，共 67 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结合全总、省总工会关于财务和经审工作的总体要

求，分析了当前工会财务和经审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了新规
范、新要求，并对《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进行了详细解读。
同时，黑龙江省邮政工会也对下一步全省邮政财务和经审工作进行
了安排。参与培训的员工表示，本次培训内容丰富、信息量大，通过
培训进一步认清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了做好新
时期工会财务和经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进一步把培训内容理解好、掌握好，努力在服务职工、服务工会、服
务企业的大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黄天玉

主题党日体验
投递员的一天

近日，福建省安溪县邮
政分公司党支部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活动以“党旗红 +
邮政绿”为主题，全体党员
前往城西投递部及各乡镇邮
政支局，采取“1+1”模式参
与投递员一天的工作，即一
名党员参与到一名投递员数
报、夹报等出班前准备工作
及沿路按址投递信报工作
中。在参与过程中，安溪县
分公司全体党员了解了人民
群众对邮政的服务需求以及
一线投递员在投递中遇到的
困难 , 共收集用户意见 7 份、
解决投递员困难 5 件，形成
了关心群众、为群众办事的
良好风气。

 □王远娜  摄影报道

三门县分公司
垃圾分类党员先行

为倡导“人人了解垃圾分类，人人实践垃圾分类”的新风尚，构
建绿色的环保生活方式，近日，浙江省三门县邮政分公司组织党员
开展了以“环保心，健康情，垃圾分类我先行”为主题的志愿宣传活
动。活动中，志愿者们向菜场摊主、买菜市民以及社区老百姓发放
了宣传环保袋和宣传资料，并详细讲解了生活中垃圾的具体分类以
及垃圾分类的好处。通过志愿者们的宣传讲解，居民们纷纷表示，
将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垃圾分类，为建设绿色环保的居住环境多作贡
献。 □何央央 摄影报道

点亮员工的“心灯”
——广东东莞市城区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纪实

□石志会

“找到每一位员工内心的火
种，然后点燃它，让它散发出最灿
烂的光芒。”身处广东省东莞市城
区邮政分公司，常能听到这样一句
话。在这里，网点收入任务不是领
导下达的，是员工自己要求的；在
这里，藏龙卧虎，有文艺、体育特长
的员工比比皆是，他们利用工作之
余，在网点为客户的子女开设各种
课程……这里的员工都说：“工作
和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幸福指数
非常高！”

近几年，该分公司在员工中大
力强化责任意识、学习意识和加强
培养教育，通过“点灯工程”唤醒和
激发每位员工的内在潜能，在管理
方式上推行“放管服”改革，优化完
善员工干事创业的成才环境，在企
业内部营造了百花齐放促发展、健
康快乐享生活的生动发展局面。

“点灯”激发内生动力

“通过责任意识激发团队的内
生动力，通过培养员工的学习意识
提升团队的素养水平，通过榜样力
量带动团队的进取心，通过营造员
工家庭氛围引领打造幸福价值体
系，这 4 点构成了城区分公司的团
队文化。”该分公司总经理颜丽平
介绍说。

在城区分公司，每一位员工心
中都时刻谨记“三层责任意识”，
即上对父母、中对自己、下对子女
负责。年底，每位员工都会收到

一张专属的年度工资分析表，员工
的收入构成情况、收入排名情况一
目了然。今年初，城区分公司引入

“GROW”管理模型，根据模型，
要求每位员工将个人及家庭的收
入支出计划与业务绩效挂勾进行
评估，然后自行申报任务，再由团
队评估汇总上报上级单位。“团队
自己报的年度收入计划，与我们计
划下达的任务基本吻合，有些甚至
更高。”颜丽平欣喜地表示，通过

“GROW”管理模式，员工目标感
和责任意识被充分激活，个人价值
追求、家庭责任担当与企业目标牢
牢地黏合在了一起。

学习文化是城区分公司的典
型文化。2017 年，该分公司内部
组 织 培 训 43 次，660 人 次 参 训。
今年又启动了“每月共读一本书”
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管理团队
阅读了《人生效率手册》《高绩效
教练》等十几本书，该分公司领导
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每位管理
人员的读书体会和工作实践的评
价打分情况。

荣誉体系的构建让榜样文化
在城区分公司得到传承。近几年，
在认真开展向全行业先进集体和
人物学习活动的同时，该分公司也
选树了自己的 2 名先进员工，用身
边的故事带动身边人。而每年年
终评比表彰，除了业绩指标，该分
公司还根据员工的特点，评选各式
亲民荣誉榜，“金牌导师”“笑笑小
天使”“质量牛人”“创意达人”“华
丽转身”等奖项，获奖员工占全体

员工的四分之一。表彰先进，同时
鼓励个性，城区分公司通过荣誉榜
形成百花齐放、健康多元的价值生
态体系。

家庭文化也是其特色所在。
该分公司每年都会举办员工家属
聚餐及表彰活动，在家属中评选

“最美妈妈”“最帅爸爸”，感谢家
属对邮政工作的支持。员工子女
如获得“三好学生”荣誉，该分公
司便给予其 200 元读书卡的奖励，
对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的员工子女，
该分公司还进行慰问座谈，组织子
女教育专题讲座，并不定期向员工
推荐儿童教育书籍。

“放管服”培育创业土壤

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城区分
公司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简政放权、
创新管理和优化服务上，最大限度
地保障基层营销岗位员工能够放
开手脚拼市场。

“放”。城区分公司对网点实
行完全自主化经营，网点年初自行
上报任务计划，自行决定营销活动
的开展、营销费用的使用，网点主
任在经营发展权、财权、人事权、考
核分配权等方面基本自主，优秀的
网点主任还具备网点员工的优先
选择权。“事实证明，放权后，基层
网点的发展自觉度更高了，不唯任
务唯市场，更加关注高效和长效业
务发展。并且，2018 年各网点营
销费用的使用进度比往年控制得
更好。”颜丽平说。

“管”。“放权并不等于‘懒政’，

只是将很多需要事先审批的环节
放到了事中监督、事后监管。”办
公室主任蓝莉衡说。城区分公司
对过程管控有 7 张表，包括业务差
错表、重点项目跟进表、绩效提升
表、目标管控表等。事后监管包括
及时监控基层的业务进度指标、网
点收入分配方案等，并通过横纵向
对比及时发现问题，做纠偏处理。

“服”。城区分公司的管理部
门做好服务支撑工作，将企业员
工视为“内部大客户”，并明确“一
线员工为客户服务”“中层干部为
一线员工服务”“领导为中层干部
服务”的三级服务理念。如基层
班组在工作中有任何问题，发布到
工作群组中，管理人员必须责任包
干，实行“T+1”处理回馈机制，能
当场解决问题的绝不拖延；要求各
班组每天必须为每位员工准备水
果，为加班、外拓员工提供糖水或
者点心。

发挥个性构建幸福企业

上下同欲，点燃每位员工的内
心激情，构建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和宽松开明的管理生态，让员工从
被动式工作到主动式工作，这种理
念催生了城区分公司员工吃苦耐
劳的奋斗精神、无穷无尽的创新活
力和创收动力。

事实证明，只要动能足，方法
无穷尽。在客户服务方面，基层网
点冬季为水果批发市场送汤圆、为
快递小哥送姜茶；夏季为的士司机
免费续水。大客户到网点有自己

的专属茶杯……各网点每月自主
策划客户俱乐部、客户徒步、客户
义诊、大客户尊享会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2016 年开始，城区分公司
各网点开办暑期培训班，免费为客
户子女提供形式多样的课程。今
年，该分公司开设的培训班就有书
法、少儿绘画、乐器、羽毛球、小小
银行家等 6 个，培训老师全部由具
备相应特长的基层员工担任。

城区分公司特别关注员工的
个性和特长发挥，在这种文化的引
导下，员工队伍人才济济，各具特
色。

下桥储蓄网点主任郑海玲有
体育特长、桑园营业所员工李尧锰
在书法比赛上获奖、2017 年“最受
欢迎大叔奖”获得者黄沃光喜欢
古典诗词……丰富的人才结构让
城区分公司企业文化活动格外创
意横生、丰富多彩。半年荣誉表彰、
季度慰问活动、每月争先评比、每
周五总结和庆祝活动总是歌舞同
庆，欢歌笑语，大家都认识到，企业
在为自己搭建一个既能赚钱养家
又能展示才华的舞台。

据统 计，2013 年 以 来，城 区
分公司劳转聘员工达 53 人，近 3
年累计有 15 名员工成为“五星
级”员工，这两项指标均排名东
莞邮政榜首；近两年员工离职率
均 低 于 5%；2013~2017 年，该 分
公司总收入年均增长 16.5%，金
融收入年均增长 24.8%。

城区分公司通过一番作为，
让大家看到了文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