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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近日，都昌县大港镇对镇、村两级基层组织不必要的牌子进
行清理，共摘掉各种牌子65块。许多基层干部对笔者说，牌子下
墙后，干部精力集中了，服务工作更上心了。

近年来，在“留痕主义”压力下，许多乡镇、街道、社区、村委会
墙上挂的牌子越来越多，少则六七块，多则一二十块。是不是牌
子挂得越多，服务群众工作就做得越好呢？未必。许多群众反
映，一些基层单位牌子是越挂越多，但服务功能却不见增加。究
其原因，还是形式主义在作怪。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些
地方上级部门在考核基层时，将是否挂牌作为重要依据，基层也
就不得不挂牌应付，搞得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广大群众颇有怨言。

牌子上墙，不如服务上心。如果工作不务实、服务不上心，挂
了牌子却不提供相应服务，群众依然不会买账。

基层单位牌子泛滥，实质上是基层治理体系不顺畅的问题。
上级部门把所有的责任都甩向基层，使基层不堪重负。基层减
负，首先要把基层单位从牌子上墙的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同时
减少或去除牌子背后一系列不必要的台账、评比、考核、创建等。

摘牌的本质，是纠治牌子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只有
将大量不必要的评比、考核、创建减下去，才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牌子减下来，服务
要提上去。

与其费尽心思刷墙、挂牌，不如尽心尽力为人民干实事，真心
实意为人民办好事，用心用力为人民解难事。千块牌万块牌，不
如打好服务群众这张“牌”。

曹诚平

为民跑腿，送药上门暖人心
本报记者 邹晓华

“现在买米回家，再也不怕上六楼了。”3 月 17 日，家住南昌

市湾里管理局站前社区土地局宿舍的杨浩元向江西新闻客户端

“党报帮你办”栏目反映，小区加装的电梯已投入使用，给居民出

行带来了极大便利。

据 悉 ，土 地 局 宿 舍 属 老 旧 小 区 ，有 36
户，100 余人居住，以前没有安装电梯时，居

民搬运物品非常费力。站前社区党支部书

记陈丽萍告诉记者，在惠民政策扶持下，目

前土地局宿舍加装的两部电梯，一部已经

交付使用，另一部正在施工，预计 4 月底可

投入运行。

本报记者 洪怀峰 实习生 乔思瑜

土地局宿舍加装电梯施工现场土地局宿舍加装电梯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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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项目销路受阻

高溪村过去受交通限制，村集体经济

较为薄弱。去年底，在刘诗剑的带领下，

乡亲们筹集 140多万元成立了高溪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在考察了省外市场和本地

市场之后，大伙一致认为种植黑皮鸡枞菇

有奔头。刘诗剑介绍，黑皮鸡枞菇含有丰

富的氨基酸、维生素和醇类物质及多种生

物酶。为此，他们从浙江省聘请了种植

专家，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吸引专家前来村

里种植黑皮鸡枞菇。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到了收获期，因

为最大的销售市场南昌遭遇了疫情，导致

黑皮鸡枞菇销路受阻。

“虽然现在通过技术控制了黑皮鸡枞

菇的生长速度，但是每天至少产出 300 公

斤，目前积压了 1000多公斤。这么多的黑

皮鸡枞菇卖不出去可怎么办？”刘诗剑焦

急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由于黑皮鸡枞菇

需要恒温培育，每天电费四五百元，加上

30 多个村民的工资每天 3000 元，一天最

少要支出四五千元。

爱心企业纾难解困

面对疫情防控，3 月 19 日，江西省供

销江南物联网有限公司被省商务厅定为

江西省民生保供重点企业，重点保障封控

区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他们依靠“供销江

南”网站保障了封控区、管控区的生活物

资供应，同时还积极帮助基地种植户解决

销售难问题，凭借农产品基地直采平台，

目前已实现省内特色农产品“出村出城”。

正是从“党报帮你办”记者处得知高

溪村的黑皮鸡枞菇滞销，他们第一时间启

动了应急预案，“供销江南”负责人许敏立

即通知采购部与刘诗剑联系，解决村民们

的燃眉之急。许敏说：“我们除了采取线

上下单+线下冷链自提柜自助取货等模

式，应对居民生活物资所需，还为多家企

事业单位食堂供应蔬菜，通过食堂采购渠

道帮助村民解决眼前的困难。”

接到“供销江南”的采购电话，刘诗剑

连夜打包好 150 公斤黑皮鸡枞菇发往了

“供销江南”指定的两家学校食堂。陈建

华告诉记者，他们还在征求各企事业单位

后勤管理部门的意见，采购高溪村的黑皮

鸡枞菇，解决村民销售难。

不仅如此，“供销江南”还在网上超市

弹窗以及首页显目位置，以“基地直采、暖

心助农”预售高溪村黑皮鸡枞菇。网页除

了介绍了高溪村的黑皮鸡枞菇种植项目

之外，还介绍了几款黑皮鸡枞菇的烹饪方

法。“我们是第一次在平台上销售黑皮鸡

枞菇，因为是农家直采，价格也比很多超

市有优势，目前，已经预订了 100多公斤。”

陈建华说，周三将统一配送到客户家中，

只要产品得到认可，他们会一直与高溪村

合作。

期望更多企业伸援手

记者在高溪村合作社分拣车间采访

时看到，除了采摘，削菇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农民将采来的黑皮鸡枞菇迅

速送到削菇工人的手中，他们旋转着将根

部的一层黑黑的皮削掉，露出白嫩的菌

肉，虽然简单却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刘

诗剑说，村里不能外出打工的人在这削

菇，一天就能赚七八十元，“光削菇就能解

决好多闲散劳动力。”

“这么一个带领村民致富的好产业，

只因疫情暂时遇到了销售困难。我们不

怕苦不怕累，就怕好不容易兴起的产业偃

旗息鼓。”刘诗剑说，虽然现在积压了千余

公斤，但这是在他们控制了黑皮鸡枞菇生

长的情况下。在即将到来的高峰采摘期，

以他们的规模，村里每天可采摘 1500 公

斤。目前建好的冷库已经无法满足菌菇

的存放，如果销售不及时，会挫伤大家的

积极性，合作社也会蒙受损失。刘诗剑希

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加入到采购队伍中，

帮他们挺过这一关。

高安高溪村黑皮鸡枞菇滞销村民发愁
“供销江南”率先出手解困 村里盼更多采购队伍

化解50万公斤蔬菜滞销难题

3 月 26 日，春寒料峭，但在南昌县幽

兰镇谭林村的蔬菜基地却暖意浓浓。采

摘、打包、起运……一框框蔬菜被“兵哥送

菜”的工作人员装上了车。

“疫情来袭，我们基地有 50 万公斤的

蔬菜滞销，幸亏‘兵哥送菜’帮我们解了难

题。”蔬菜基地负责人熊美琴看到蔬菜顺

利售出，展开了紧皱的眉头。

熊美琴告诉记者，她以前在外务工，

近年来回家创业，成立了江西美幽农业有

限公司种植蔬菜，大棚与露天的蔬菜种植

面积达到 13 万余平方米，每个月仅工人

工 资 就 要 12 万 余 元 ，疫 情 期 间 ，蔬 菜 滞

销，令她心急如焚。

于是，熊美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蔬

菜配送龙头企业“兵哥送菜”求助。令她

意外的是，“兵哥送菜”第二天就安排了员

工和车辆来到她的蔬菜基地现场收购。

令熊美琴感动的是，“兵哥送菜”不仅

没有趁机压价，还主动帮她介绍了“钱外

婆”等全国连锁生鲜超市对接，除了解决

了她家蔬菜销售难题，还为村里其他菜农

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在“兵哥送菜”的影响下，熊美琴在南

昌新生代商会发起的抗疫募捐活动中积

极行动，向南昌市青云谱区京山街办抗疫

一线人员捐赠了蔬菜等生活物资。

24小时配送做好“跑腿员”

“ 我 们 有 330 人 组 成 的 抗 疫 工 作 团

队，分布在南昌市 3 个酒店，可以帮我们

配送水果和熟食吗？”3月 26日 10时许，南

昌市第九医院工会负责人胡敏华向“兵哥

送菜”求助。

“没问题，安排！”“兵哥送菜”董事长

陈堃源立即向胡敏华承诺，当天下午晚餐

前配送到位。

陈堃源随即进行调配，从采购、分装、

到配送，每个环节都落实具体人员，并提

出要求，此次配送不得收取费用，作为公

司给抗疫一线医务团队的一次爱心捐赠。

“这段时间确实有点忙。”陈堃源向记

者介绍，作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民生保障供

应企业，他们承担了政府安排的疫情期间

“菜篮子”保供任务，处于 24 小时待命状

态。但因为疫情缘故，部分员工不能到

岗，员工到岗率不到 70%。

“兵哥送菜”对公加盟招商部部长袁

国华坦言，因为人手紧缺导致企业的压力

和困难着实不小，公司每天有 5000 公斤

蔬菜、4000公斤大米、3000公斤肉类、1000
公斤水果、600公斤食用油要配送到位，这

些生活必需品每天要分装到 9 万个“菜篮

子”，配送到 80 家医院、企事业及社区等

单位。

社会求助均得到回应和帮办

“兵哥送菜”还定下“军规”：疫情期间

配送一律不得涨价，并呼吁省、市农产品

供应链企业及种养殖基地不要在疫情期

间涨价；凡是接到政府疫情防控需求，一

律不得找借口推脱，立即落实执行；所有

人无论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一律三班倒

工作；成立党员志愿者队伍，帮扶有需求

的社区一起抗疫……

“兵哥送菜”是这样定的规矩，也是这

样 做 的 。“ 从 3 月 17 日 17 时 起 到 3 月 24
日，四轮核酸检测，160 余个社区，我们急

需配送 200 万支一次性病毒采样试管。”

“急需车队护送第五医院医护人员到核酸

检测点”“京山街办四轮检测，急需给一线

医务人员及志愿者配送 3500 份快餐。”疫

情期间，一个个求助均得到“兵哥送菜”的

及时回应和帮办。

南昌市青云谱区卫健委办公室负责人

陈露说，“疫情下，‘兵哥送菜’用爱心奉献

和责任担当，为省城抗疫注入阵阵暖流。”

到菜农蔬菜基地收购滞销蔬菜到菜农蔬菜基地收购滞销蔬菜。。

在南昌市疫情防控期间，“兵哥送
菜”积极为菜农纾困解难、为党和政府分
忧，好事做了“一箩筐”，充分体现了新时
代民营企业的担当和作为。

在此次抗疫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企
业、单位、个人自觉投入战斗。他们以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捐资

捐物、走上抗疫一线……犹如一束光簇拥
着另一束光，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正是政企携手、干群同心，疫情面前
不当旁观者，南昌市本轮疫情得以在较
短时间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这场“倒春
寒”也将过去，让我们向那些默默奉献的
人致敬。

邱 桀 本报记者 曹诚平

“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清明前

后，正是春茶采摘高峰季，但受疫情影响，

前些天，铜鼓县春大地农业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郭建新为请不到采茶工焦急

万分。得知情况后，当地政府部门通过多

种方式招聘了 200多人，及时采摘新茶。

春大地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有茶

园 2100 亩，每年春茶采摘季节，每天需要

采茶工 400 名以上。今年的采茶季遇上

疫情，用工荒非常严重。明前茶采摘期就

短短十几天，如果不及时采摘，一年的辛

苦就要化为泡影。

大塅镇政府负责人了解情况后，立即

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

信 息 ，很 快 就 从 外 地 招 到 采 茶 工 200 多

人。3 月 17 日，首批采茶工抵达茶园，大

塅镇政府立即与铜鼓县卫健委协调，派医

务人员到茶园为采茶工做核酸检测。在

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采茶工进入

茶园开始采茶。

“2100 多亩茶叶终于可以如期采摘，

今年收入有保障了！”看着茶园里正在忙

碌的采茶工，郭建新松了一口气，高兴地

对记者说。

在大塅镇公益村联鑫茶叶合作社，记

者看到，采茶工正在冒雨采摘一片片新

芽。公益村党支部副书记赖剑芸告诉记

者，该村有茶园 600 多亩，镇政府帮助合

作社从修水、宜丰等地招来采茶工 200 多

人。村里将村委会闲置的房子收拾好，免

费提供给合作社，用作采茶工宿舍，全力

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大塅镇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镇茶

园总面积约 1 万亩。由于铜鼓是人口小

县，本地劳动力满足不了茶园需求，往年

都是从外地大量招聘采茶工。为了克服

疫情影响，今年进入采茶季后，镇里通过

多种方式发布招聘信息，一边设法从外地

招工，一边鼓励本地村民到茶园务工。镇

政府安排车辆统一接送采茶工，统一安排

食宿。目前，该镇已帮助茶园招聘采茶工

1000余人，有效解决了茶园的燃眉之急。

电话：0791-86849932
新浪微博@余红举
微信号：395715229

本报首席记者 余红举

融融帮办帮办

近日，家住永新县沙市镇涂下垅村村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

“党报帮你办”栏目反映，永新县纪委县监委在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统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村民送药上门。

3 月 25 日，该县纪委县监委驻沙市镇涂下垅村第一书记贺

美德在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疫情防控工作

时，仍挂念村里的困难群众，专门来到困

难户周带兵家里走访。周带兵因患脑萎

缩卧病在床，由其老母亲在家照顾。在

交谈中，贺美德得知周带兵的药吃完了

还没买，其母又不会骑电动车。贺美德

立即开车到乡卫生院买好药送到他家。

拿 到 药 后 ，周 带 兵 和 母 亲 连 连 表 示“ 感

谢”。

出行便利 老小区装了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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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美德贺美德（（左一左一））为村民买药上门为村民买药上门。。 本报记者 邹晓华邹晓华摄

多渠道招聘 千名采茶工解茶园燃眉之急

帮菜农找销路 助政府稳“菜篮子”
配送企业忙碌奔波为南昌抗疫注入阵阵暖流

本报记者 洪怀峰
实习生 乔思瑜
邮箱：404256486@qq.com
电话：13607089528

200万支一次性病毒采样试管配
送到160余个小区、每天拎1.3万余公
斤“菜篮子”配送到80家医院、企事业
和社区等单位、帮菜农解决50万公斤
滞销蔬菜难题……疫情来袭，江西兵
哥送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兵哥送菜”）利用配送渠道等资源忙
碌奔波，成为抗疫一线的暖流。

“感谢江西日报‘党报帮你办
’对高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关
心和帮助！”3月27日下午，高安
市大城镇高溪村党支部书记刘诗
剑给记者发来信息。前一天晚
上，在“党报帮你办”的牵线搭桥
下，江西省供销江南物联网有限
公司采购部负责人陈建华帮助高
溪村销售了300多公斤黑皮鸡枞
菇，同时还在其网上超市首页配
图，面向南昌市民预售黑皮鸡枞
菇，缓解合作社的库存压力。

向默默奉献的人致敬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摄

村民搬运整理好的黑皮鸡枞菇村民搬运整理好的黑皮鸡枞菇。。 本报首席记者 余红举余红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