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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印象最
深的老师吧！比如：时刻都要推
一推眼镜框的语文老师，还有那
脾气时好时坏的数学老师，或者
是拿着口哨不停在那里吹的体
育老师。当然，我也有，她就是
我的语文刘老师，在学习上对我
们要求特别严，我私底下叫她

“刘严格”。
刘老师中等个子，有一头乌

黑的披肩长发，偶尔会梳个马尾
在脑后，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炯炯
有神，她在上课时总能发现“开小
差”的同学，先是用眼神瞪你一眼
给你提示，如果没效果，立马从普
通话变为四川话：“某某某，给我
站起来！”于是“开小差”的同学像
橡皮筋一样弹回到课堂上。哈

哈，刘老师有这个威力！课间时
分，刘老师就变得和蔼可亲了，假
如我们有不会做的题，她将会面
带微笑给我们讲解，假如有同学
生病了，她将会悉心照料。

有一次，我的写字本上的一
排字写得不好，交给刘老师检查
时，她的眼睛像扫描机一样，描到
那排字后停下了，然后指着那排
字严厉地说：“把这一排字重新写
一遍。”我就慌慌忙忙地跑回座位
重写，心里想着赶快应付了事。
我递上本子，刘老师看了后，眉头
一皱，大声叫道：“再写。”我又写
了一遍，写的时候，心里“怦怦”地
跳，不小心打了一个墨疤，检查
时，刘老师在本子上一拍：“再重
写！”我只得静下心来，认真地一

笔一画地写完，刘老师终于才打
了“0K”——过关了。

“刘严格”可不只是对我一个
人严格，对我们全班也是一样
的。记得有一次，全班的家庭作
业摘抄本完成得比较差，上课时，
刘老师一进教室就开始大嗓门：

“ 昨 天 的 摘 抄 本 完 成 得 太 差
了！……全班重写！”“哇！”全班
一片埋怨声，有些人撅起嘴，有些
人在摇头，有些人在叹气，但也没
办法，只有遵命照办。

虽然刘老师很严格，但我们
都明白，这是她对我们爱的一种
表达方式，俗话说：“严师出高
徒。”这就是我最敬爱的严师——
刘老师。

指导老师：刘巧

每天早晨，芽芽都会坐在沙
发上啃一个苹果。但今天芽芽啃
苹果时，牙齿十分酸痛，好像一个
一个的小坏蛋把牙齿当成了美
食，正大吃特吃呢！

爸爸笑着说：“你的牙齿松
了，如果今天晚上掉的话，你就
把牙齿放在枕头下，牙仙子到夜
晚会拿走牙齿，给你金币！”“真
有这样好的事？”芽芽笑得合不
拢嘴。

可是，怎样才能让牙齿掉下
来呢？芽芽绞尽脑汁地想。过了
一会儿，她想到了一条“妙计”。

家里养了一只小乌龟，她把
它放在面前，拿来一根绳子，一头
系在龟壳上，一头拴在自己的牙
齿上，让乌龟慢悠悠地向前爬。
芽芽小声嘀咕着：乌龟啊乌龟，我
每天给你吃那么多肉，我让你给
我拔个牙，应该不难吧？

谁知，牙没拔掉，反而把乌龟
累坏了。芽芽的字典里没有“放
弃”这个词，她眼珠子一转，又有
了主意。她跑回卧室，爬上床，开
始随着优美的音乐跳起了舞。

她扬起嘴角，挥舞着手，踮起
脚尖，跳起优美的舞蹈，犹如一只

白天鹅从湖面飞过。过了一会
儿，牙还是不掉。她换了一首欢
快的曲子，在床上蹦来蹦去。一
旁的小乌龟看了心想：主人，你可
别摔下来了。

这个办法还是行不通，牙齿
还没有掉下来。芽芽难过极了，伤
心地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无意
之间，她打了一个喷嚏，牙齿“叮”
一声掉在了地上。芽芽一看，兴奋
得像只猴子活蹦乱跳起来，大声喊
道：“我的牙齿掉下来了！”

这难道不是一颗超级顽固牙
吗？ 指导老师：任英之

孤独求败的琴王
德阳中学高2019级4班 钟若菱

一半座位
成都市电子科大附小六年级14班 刘锦龙

刘“严格”
成都市晋阳小学五年级十一班 柴志远

我的单亲妈妈
成都市新都区扬帆学校
四年级二班 吴欣芮

一年前，我成了一个单亲家庭
的孩子，跟着妈妈过。我妈妈每天
都起早贪黑，辛苦地为我学习、生
活奔波。

自从妈妈和爸爸离婚后，妈妈
基本每天都在工作，一个月只有四
天假陪我，但是我从来没责怪过，深
知她也是为了我的学费和我们的生
活日夜操劳。

我亲眼看过我妈妈怎样工作
的，我好想去帮她。可是不知道怎
么下手，我只能在家里更加听话、
懂事，这样妈妈才能安心工作。

妈妈上晚班，我就自己回家把
妈妈留的饭菜加热了吃。她下班回
来的时候我都已经睡着了，第二天
早早就把我叫起给我检查作业，我
好想对她说妈妈你太累了你休息
吧！我自己可以，可是话刚要说
出，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说不出
来，只是眼泪哗啦啦直流。

我内心深知妈妈的酸甜苦辣
咸。一心想为妈妈减轻负担和烦
劳，在妈妈指导下，学会了煮面条、
煮饺子、煎蛋、西红柿炒鸡蛋等。
每天放学回家就先把饭煮好，等待
辛苦的妈妈回来。

最后，我真想对妈妈说：“妈妈
我爱你，谢谢你陪伴我长大……”

指导老师：李胜

“石”光相片
成都泡桐树小学五年级 冯子为

临江桥畔，有一间房正对着碧
波荡漾的临江，其内陈设简朴，高
大的书柜中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音
乐书，尽管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你仍能嗅到一股音乐的浓香。这
房屋专属于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
琴界卧龙——琴王。

琴王本姓王，因其琴技在业界
无人能敌，故被人们尊称为琴王。
据说，他一把古朴的小提琴曾经让
漫天的繁星变成了朝霞映衬下的
初阳，让冬季皑皑的白雪浸透了春
天里带雨的花香。

这琴王有着乌黑而又微微卷
曲的头发，沧桑的脸上留有音乐刻
下的皱纹，黑色的眼镜如同五线谱
上的音符，鼻梁高挺，嘴巴翕张间
音符流露，像春天里的潺潺流水。
琴王身材清瘦，站立间配上一把古

朴的小提琴，再洒上几束夕阳的余
晖，那形象十分的伟岸，足以让大小
琴童们顶礼膜拜。

每当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穿
过宁静而典雅的谱架，在洁白的地上
洒下细碎的光影，一种源自天籁的声
音就会从时间的深处将琴王的灵魂
从音乐中唤醒。但见他托起那把沧
桑的小提琴，自然而然地闭上眼睛，
音符渐渐地洋溢在他的脸上。他的
右手轻轻地拉动弓，弓在琴弦上自在
地游走着，一个个音符飞跃而出，先
是扣着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继而
又沁透了人们的心脾。琴王修长的
左手继续在银色的琴弦上轻按曼揉，
他时而打指，时而又拉出一个悠扬空
明的泛音。那琴声悠长，穿透了明净
的玻璃，在宁静的水面泛起了阵阵涟
漪；那琴声深邃，穿透了幽远的时空，

把人躁动的心与疲惫的灵魂和德
沃夏克、帕格尼尼、门德尔松、巴
赫、莫扎特等紧紧地融合在了一
起，化作了音乐的浪花，久久澎湃
在人的心里。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琴王出
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从小就沐
浴着音乐的阳光。总角时的他便
师从父母，在早晨的阳光中托琴，
在午后的绿阴下持弓，在傍晚的
夕阳中揉弦。渐渐的，他的琴声
里有了春季的花香，夏夜的星空，
秋草里的虫鸣，冬日里的雪花。
随着时间飞逝，中年时的琴王造
诣已相当深厚，为求琴界一败，他
背起古老的小提琴，遍访音乐界
巍峨的高山，又泛舟湛蓝的大海，
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对手。暮年中
琴王怅然失望，他想，难道就让自

己曾经“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
琴艺变成秋季原野上的枯草？于
是，为传承琴技，琴王开始收徒授
童。此意一出，便是稚童盈门。

面对着这些音乐界中的小花
朵，琴王用一颗爱心驱动了弓弦，
琴声扬起，在空中染上了阳光的
色彩，一如充满底蕴的诗，又如灵
动的画。在这样的琴声中，那群
学琴的小花朵们总觉得心中充满
了春日馨香的阳光。渐渐地，他
们的灵魂里也开满了草原上的格
桑花，又如五六月间的薰衣草。
很多孩子在琴王的培育下长出了
音乐的翅膀，飞翔在湛蓝广阔的
天空中，成为了五线谱上的春阳，
他们用自己稚嫩的手在音乐中托
起了明天又一轮朝阳！

指导老师：曾莉

西风送秋，菊开笑靥，“粲粲黄
金裙，亭亭白玉肤。”菊秋相伴，韵味
无穷，“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
今日，菊花初开，自然矞矞皇皇。

初见菊之美
一盆紫色的菊在风中摇曳，

仿佛一位仙女正挥舞着罗衣云
袖，茂密的绿叶如祥云一般托起
了一朵朵盛开的菊花，拈起一片
花瓣，软软的，贴在脸上舒服极
了！一朵菊花看到了我们，绽开
了它的笑颜，花瓣颜色由深至
浅。我不禁想入非非，如果这花
是一座房子该多好，那得多漂亮
呀！相反，另一朵“小孩子”，则用

绿色的长叶遮住了它的小脸蛋，
不愿让我们看到，我没有刻意将
它拨弄开，而是温柔地看了它一
眼，表示我并没有恶意。尊重每
一朵花开的自由，才是我想做的。

初闻菊之味
这时，身旁有人递给了我一

朵干胎菊，这朵小小的干胎菊没有
一丝水分，干裂的外皮布满了一道
道口子，难看极了。可是，下一秒，
我的想法马上就被颠覆了，这些干
菊一进入开水中便迅速下沉，没多
久，便往上冲，最终，它们绽开了，
它们没有在枝叶上怒放，而是在开
水中伸展。我拿起了茶杯，默默品

了一口，一股清甜在口中散开，里
面饱含着人间清苦……

初悟菊之魂
菊之美，萦绕眼前；菊之味，

会为其间；菊之魂，使我感慨万
千：世间无它这般菊，它无视凡
尘，选择在极苦中欢笑；世间无它
这般菊，无论被打压多少次，它总
是可以重新站起；世间无它这般
菊，苦尽甘来，尽显了自我之美。
现在想来，我们不也与它一样
吗？尝尽人间酸甜苦涩，只为最
后那一下的绽放。受到多沉重的
打击也不放弃，拍拍身上的灰，重
拾信心即可。

当你看到“萨哈拉”三个
字，一定会想到“撒哈拉”沙漠
吧！哦，不，不是的。在爱斯
米·科德尔写的《特别的女生萨
哈拉》书中的“萨哈拉”是个特
别的女孩。

撒哈拉，是世界上最大的
沙漠。书中的主人公就有这如
此霸气的名字，但她同时也胆
小、自卑。在萨哈拉很小的时
候，父母就离了婚。她一直思
念着父亲，偷偷给父亲写“寄不
出”的信。可她一直不敢告诉
妈妈。所以萨哈拉是一个缺少
父爱，缺乏安全感的自卑女孩。

在学校，萨哈拉是老师同
学眼里的问题学生：她不写作
业，不开口读书，不学习……几
乎全身都是毛病。可是事实不

是这样的，萨哈拉是一个热爱
阅读的女孩，同时热爱写作。
她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当一
名作家，她小心翼翼保护着这
个梦想，害怕被别人知道。

但萨哈拉同时也是幸运
的，因为她有一个开明又支持
她的妈妈。后来，萨哈拉又遇
到了玻迪老师，一个热爱诗歌、
爱讲故事的老师。她鼓励萨哈
拉展现自己。在老师和妈妈的
关爱下，萨哈拉成功直面自己
的缺点，得到老师同学的认可。

我欣赏萨哈拉，她是一个坚
强，勇敢，有思想的女生。萨哈
拉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生活在
多么困苦的环境下，都要有追求
和梦想！因为梦想能让沙漠开
出花朵。 指导老师：李焰

在我家里住着两座活火
山，他们平时都安安静静的，可
是每当他们发怒的时候都会喷
涌出可怕的岩浆，这两座火山
就是我的爸妈。

火山休眠的时候，我们家
还是很幸福和谐的，云淡风轻，
其乐融融。每次我考试考得不
错的时候，这两座火山里的压
力刻度表就开始下降了，岩浆
运转平缓，几乎处于休眠的状
态。家园里草木丛生，鸟语花
香，如此安居乐业的时光让人
时常会忘记，那依旧是两座火
山，随时可能爆发！

哎！今天我数学没考好，
只得了87分。我把试卷递给了
爸妈，头低得都快掉到地板上
了，心里咯噔一声，我们家的地
表开始撕裂变薄，那两座火山
的怒气刻度表也开始急速上
升。再看看我那丑陋的书写，
还有那一错再错的题，火山的

压力终于到了极致，火山爆发
了！火烫的岩浆从他们两个嘴
巴里喷涌而出。

他们瞪着眼睛，涨红了脸，
爸爸说：“你是瓜的呀，连计算
题都要算错！”喋喋不休，接连
不断。妈妈头发都被烧焦了，
变黄了，爸爸的头发都快没
了。我被火山喷发出来的滚滚
白烟熏得睁不开眼睛，只能一
个劲儿地掉眼泪。我这块住在
火山脚底下的小石头每当火山
喷发的时候都会被滚滚而来的
岩浆淹没，浑身感觉又痛又热。

通常这两座火山一喷发就
会整整爆发两天两夜。我这块
火山底下的小石头，只能忍受，
默默的一句话也不能说。

火山终究会有休息的那一
天，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火
山的压力开始下降，直到忘
却。我们又开始在这片土地上
重建家园。

看，我眼前的这大好江水，那
一片幽蓝的天静静的，它拥抱着云
朵，一点点浸入云的宁静，被云轻
轻地抹平。那些云儿，不知源头来
自何方，它们默默地飘着，有些神
秘的孤独，它们不像甜白那么令人
愉快，更不像象牙白那么淳朴，这
些云，是幻白的。

在这片优美的画布之下，仙蓝
的湖水也毫不逊色。仙气澎湃，说
它太净，不适合，说它忧郁，也不适
宜。这种蓝把纯净和沉稳结合得
恰到好处，使它如仙子般地美。在
水下，一块块圆滚滚，俏皮的石头
睁着好奇的眼睛，仰望着宁静的
天。灰蓝色的它们被点缀得如星星
般闪耀着，它们蠢萌的样子真可
爱，我忍不住拾起一块。

拾起的石头褪去了水的清净
感，流露出它的本色，这一种灰，
没有了大都市里的汽笛声，也没
有了阴云的郁闷，我决定了，这灰
叫澄灰。这灰色是淡淡的，有种
不食人间烟火的韵味。点点璀璨
的橙色如满天星一般，一样的俏
皮劲儿，它为这块石头带来了勃
勃生机。再仔细看看，石头两面
有黑色斑点，在清淡的灰里像两
颗陨石，在灰色星空中留下一条
小尾巴。

在这石光里，又蕴含了多少时
光呢？我虽然不知道，但我希望，
在石光里注入我的美好回忆。

为了注入这回忆，我决定做
一个石头相框。刚拿起笔，想给
小石头涂上亮丽的颜色，又放下
了。这看似单调的灰，储存了它多
少的回忆？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
难道就要这么被剥夺吗？于是，我
拿出准备好的绳子，细细地缠绕上
去。这根绳，不仅仅系着它度过的
流年，也将会系着我最美好的时
光。我翻翻找找，把一张心仪的照
片别在石头的绳子上。啊，大功告
成！星星点点，点点回忆，在石头
里交织着。

相片上，是我和最好的朋友的
照片。我们的手挽在一起，它们把
友谊牢牢地牵住；我们俩洋溢着笑
容，它们将羁绊缠绕在心口。我想
守护这份友情，保存这情感，把它
刻在我的心底。我不想因为什么
而丢失掉它，不管我们的友谊出现
多少次裂痕，我们也肯定会羞愧地
说一声对不起。我愿我们知己知
彼，情谊长存。

一抹柔云，如朋友之间的抚慰。
一束阳光，如朋友脸上的笑容。
一颗石头，如朋友间坚固的友谊。

秋之菊语
成飞小学五年级八班 邬萱奕

寒风如同尖利的刀子刮着窗
玻璃，枯树枝在风的洗礼下发出

“咯吱”的声音，灰蒙的天空如同
被蒙上了纱，看不见一丝光亮。

上完课外课，我跟着妈妈坐上
了公交车。我感觉有些疲惫，找了
个座位坐下。

风，依旧在窗外刮着。冷，透
过窗，直接蔓延到车子里来。一
个七八十岁的老奶奶抖抖索索地
走上车，手里紧握着一根破旧的
拐杖。苍老的脸上看不见一丝
光，皱纹好似一条条干涸的小
河。她走路缓慢，却没有人搀扶。

望着这位老奶奶，我不禁有

些心酸，站起了身：“奶奶，您来坐
吧。”她缓缓地走来，冲我微笑，脸
上的皱纹被绷直了。我的心底渐
渐涌起一丝温暖。

我正要去抓扶手，却被一只
手拉住了。隔着毛衣，我能感觉
到这只手是那么的暖。转头一看，
是老奶奶。她干瘦的身子使劲往
边上挤，空出一半位置来。微笑仍
旧在脸上，她用苍老又温暖的声音
对我说：“小朋友，你上课也累了，
过来坐坐吧。”看着奶奶使劲往边
上挤的模样，这一瞬间，一丝温暖
涌上我的心头，似乎有阳光照在
我的脸上，照在我的心里。

我不好意思，犹豫着，她却执
意拉住我的手，用那只有一层皮
包住的瘦弱的手紧紧拉住我。

我只好坐下，坐在这半个座位
上。她仍旧拉着我，紧紧地握着手，
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我用力
忍住泪，转头望着窗外，不说话，心
中像被什么扼住了。在这气氛里，
空气好似凝固了，只觉得心中又有
了一丝，一缕，一片温暖的阳光。

我下车了，望着公交车渐渐远
去，消失在灰暗的尽头。寒风刮着，
那份暖，却仍在心底。回想到刚才
的那一个个瞬间，那半个座位，只留
下无尽的感动。

水汽，迎面而来，仿佛秋天
来临，凉爽的感觉，时时刻刻都
有的。

此时此刻，我站在黄果树
大瀑布脚下。如同下雨般，水
汽跳到我的脸上，又消失。这
雄伟的瀑布，挂在山涧上，如一
匹长长的、透明而发白的丝绸，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那白色的
丝绸显出淡淡的金色。

大瀑布是个男中音，远远
地，尽管看不见它，就已经听到
它的怒吼了。白花花的水从山
下落下，打在突起的石壁上，分
成两股，继续向下流，落在平坦
的河床上，乍看酷似鱼嘴的交
汇处。在瀑布脚下与河床的交
接处，飞溅起一朵朵雪白的花，
又落进水里。

整个观景台是被罩着的，
确切地说，是被水汽罩着的。
水汽如同精灵，调皮地在人群
之间穿来穿去。远处的水汽就
不一样了，白茫茫的，汇成一

片，如同巨龙喷出的怒气。
旁边有人感叹道，是高山

流水吧。我笑一笑，“流”不适
合黄果树大瀑布豪迈、壮烈的
风格。水是从上面落下来，或
者，是砸下来的，使劲地砸在石
头上。若是砸在我身上，恐怕
我会把持不住。这样的巨力，
砸得石头生疼，它也不动一下，
真是佩服。

瀑布的源头两旁，是绿油
油、生机勃勃的森林。这一抹
绿色，与那云里雾里的淡白夹杂
在一起，又有一番风味。不禁感
悟，这茂盛的森林，就是被这瀑
布的水一手养育出来的。于是
想起父母，他们不也如这大瀑
布般，一刻不停地润泽着我们
吗？

临走前，忍不住又回望大
瀑布，它是如此的清秀，又是如
此的壮观。希望这份美能一直
保留在我心间，直到永远。

那一刻，不免有一些感动。

风，冷得刺骨。今年的冬
天，下起了罕见的大雪，我独自
坐在冰冷的凳子上，对着谱子
发呆。想到明天就要上课，心
里就如同一团搅乱的毛线。

反正没人在家，出去散散
心好了。我戴上副手套，把房
间门一踢，走了。

街上几乎没有人，冬已经
包裹住了夏的炎热，连秋的尾巴
也没留下。树上没有叶子，像一
个没有头发的老人，瑟缩在风雪
中。北风如一道道利刃，刮过我
的脸。这是第一次这样漫无目
的地在街上走，我仔细地打量着
被我踏过无数次的街道，竟然像
是第一次来一样陌生。

一群人围在街边的一个角
落。出于好奇，我也凑了过去，
拨开人群，想去里面看个究
竟。竟然是一个没有手臂的男
人，正裸露着脚，用脚趾在地上
作画。他的脚趾下，是一朵怒
放的牡丹，在冷冷的天气中，在

地上绽开，那么雍容华贵，那么
美好。

人们给他钱，他用另一只
脚指着那个破了洞的背包：“买
一张我的画吧。”有人挑挑捡
捡，买了一张画走了。

他又开始低头作画了。他
用脚趾蘸了一些类似颜料的黑
色粉饼，在纸上勾勒出一条黑
色的线条，隐隐约约，似梅花的
枝干。勾好线后，他在一个破旧
的看不出年月的水桶里洗了洗
黑色的颜料，又蘸上黄色的颜
料，给花瓣上色。每画好一片花
瓣，他就俯下身子，仔细打量一
番，又不停地重复，再画另一
瓣。一幅腊梅图终于画好了，一
枝傲然挺立的腊梅在怒放。人
群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声。

那一瞬间，我不知被什么
打动了，有一股东西像水一样
地流过我的心。我飞奔回家，
坐在钢琴前，手下流淌出一串
美妙的音符……

一颗超级顽固的牙
成都市娇子小学四年级4班 杨茗茜

那一刻，感动
成都市培华小学六年级1班刘奕帆

水一样流过的瞬间
成都市石室小学六年级5班黎倬玮

特别的女生萨哈拉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五年级六班 刘思含

两座火山
成都市实验小学六年级四班胡淇凯

广元旺苍东河镇：纪检干部接访化解到家门
今年以来，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纪委全面落实“脱贫攻

坚作风纪律保障年”部署要求，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扎实
开展以“暖春访廉、盛夏助廉、金秋查廉、严冬育廉”为主要内
容的“纪检干部清风行，接访化解到家门”活动。全镇纪检干
部深入基层走村入户，采取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收集民意、
查找群众“两个最不满意”正风肃纪、检查“五步监督法”促进
基层民主、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巡展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履行

“两个责任”压实责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
益的突出问题。

活动期间，共走访群众3156户，召开各类座谈会147场，
收集群众诉求917条。镇纪委督促相关村（社区）和镇级部门解
决762条，提交镇党委研究解决89条，协调县级部门解决的66
条，群众满意率达98％。同时，督促全镇25个村（社区）建起了

“三务”公开微信群，及时向群众公开党务、村务、财务，大大提升
了群众对村级事务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满意度。（李平）

广元旺苍枣林乡：多举措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为切实转变机关干部工作作风、提高为民服务能力和办

事效率、增强工作实效，广元市旺苍县枣林乡纪委采取四项举
措有效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严格机关管理制度执行，干部执行制度情况实行每周例会通
报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和责令整改，有效树立了干部纪
律自觉意识；强化岗位职责履行情况监督，明确每位干部工作
岗位和职责，细化工作目标与任务，对岗位职责之内出现的问
题按照职责分工进行倒查责任，增强了干部责任意识；强化日
常工作作风监管作用，严肃查处工作作风问题，突出加强对民
生服务等重点服务窗口和服务行业作风监管，突出解决慵懒
散浮拖和吃拿卡要等现象发生；强化效能测评，实行末位约谈
和问责整改制。通过四项措施，强化了干部服务意识、改善了
服务态度、提高了服务质量，有效杜绝了“门难进、脸难看、事
难办”现象发生，真正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