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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见老乡，购物去 XX’、‘致富靠劳动，勤俭持家
靠 XX’、‘生活要想好，赶紧上 XX’，我的妈呀，以前农药
化肥的广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电商广告。看，电
商就是这样进村的。”7 月 9 日，网友@郑在 Happy 的一组
贴图引发网友热议。

@smxkn：现在物流这么发达，电商下乡是迟早的事
儿，但没想到广告做得这么接地气，让人不敢直视啊！

@牵牛花-豆豆：这口号还挺押韵的，朗朗上口，电
商的广告进农村，一方面因为农村老百姓消费能力提升
了，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

@饺子滴妈咪：我现在有宝宝了，所有购物都在网
上。虽然暂时还有快递到不了县城，但只要和店家沟通
好，总能发到目的地的。

@jdked9919：以前还在说农村要扫盲，现在开始普
及电商，看来农民伯伯们也都与时俱进了。网络是好东
西，利用好绝对是农业生产的一大助力！

网友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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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晒晕了，建个遮阳棚中不中？

“天太热了，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下暴晒好难受啊。头上顶的是大太阳，地上还不停地往身上

供暖。最多也就能坚持分把钟，心情就烦躁了。和我一样每天骑车上班的人，多希望路口有个遮

阳棚，能遮光避雨。”7月7日，网友“文明骑车族”在大河论坛发帖呼吁，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热议。

大河网网友“绿城不绿”：现在的道路是宽了，但
太阳裸晒的地儿也大了。整天呼吁市民要骑车环保
出行，能拿出点具体措施支持骑车一族吗？

大河网网友“雨停了”：强烈支持路口建遮阳
棚。早都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是没有说出来。太阳
底下，白花花地睁不开眼不说，60 秒钟顶头暴晒，
直冒油，不汗洗衣服才怪呢。下雨天时，直着头受
雨淋，就是看见红灯也不愿多等啊。建了遮阳棚，
前面的人停下来等，后面的不等也得等。另外，也
可以让协管员们有个遮阴挡雨的地儿。何况，一个
棚子也花不了多少钱，但能让多少人从中受益啊。
小小遮阳棚，满满的都是爱啊！

大河网网友“春满枝头”：建遮阳棚多好啊，既
可以成为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宣传当地的历史文
化和名胜古迹，又可以提升市民的文明程度，养成
文明出行的习惯。何乐而不为呢？

@赵世峰律师：焦作市马路上确实有遮阳棚，
眼见为实。

大河网网友“伊洛淙淙”：洛阳市的很多路口前几
年就有爱心棚了，大太阳和阴雨天真的好很多。

@dongkun419：每天都跟烤鱿鱼一样，建议
郑州各大路口没有树荫的地方都建一个，还能规
范交通，大家为了避暑都会到棚子下面，也会减
少很多为了躲避阳光而闯红灯造成的交通事故，
求推广。

大河网网友“鹰城小猪”：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民
心工程。许昌一直就有。

大河网网友“liuwenao”：刚从杭州回来，杭州
很多路口，也有遮阳棚。

大河网网友“中原候鸟”：杭州也有地铁，城市绿化
也不错，路口的遮阳棚成了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郑州的骑车族队伍庞大，我们为啥不能有？

在太阳下等红灯，晒得冒油

协管员：怕晒，闯红灯的增多了

记者调查

“网友的建议很好，建议河南其他地市都能推广，但郑州不具备条件。”刚在
花园路和农业路口执完勤的交警杨华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年前就有这
样的想法，也做过实践，用的是大型遮阳
伞。开封市当初还是在我这里学习的经
验，现在做得也比较好，后来一些地市也
去他们那里学习。”他说，开封的非机动车
相对较少，车道有 5 米宽，装上遮阳棚后也
不影响视线和交通。而郑州的非机动车
多，车道还不足 3 米，再安装遮阳棚的话，
肯定会影响视线和交通，容易造成安全事
故，安装的话只能用单臂的那种。他建议
以后在道路规划的时候，更要体现出以人
为本的理念，非机动车的问题解决了，交
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7月9日上午，在郑州市花园路和农
科路交叉口执勤的协管员老马告诉焦点
网谈记者，“要是能在路口建遮阳棚就好
了，以前就有不少路人提过这样的建
议。”老马说：“一到夏天，有时候地面温
度能达到 60 摄氏度，路面都变软了，路
人谁还愿意在太阳地儿里站？要是有遮
阳棚的话，交通秩序肯定好很多。”

“很有必要在这里建一座大的遮

阳棚，不过用材要好一点。”在花园路
和东风路口执勤的李先生说。记者在
花园路几个路口看到，每个路口都支
有教育培训机构或啤酒企业捐赠的小
遮阳伞。“这些伞材料不好，经不住风
吹 日 晒 ，一 个 夏 天 还 没 过 完 就 坏 掉
了。”他表示，一到中午，太阳火辣辣
的，闯红灯的会多一点，很多时候拦都
拦不住。

市民：晒死了还让人等

交警：别处可以推广 郑州恐怕不行

在花园路和农业路口西北角，骑
车族李女士告诉记者，中午在这样的
路口等红灯确实难受，连个遮阳的地
儿都没有，在每个路口都建一个或许
会好一点。郑州骑车的又这么多，很

有必要建。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名骑
踏 板 电 动 车 的 女 子 ，戴 着 口 罩 和 墨
镜 ，在 协 警 的 指 挥 旗 旁 朝 着 红 灯 冲
去，留下了一句“晒死了还让人等”的
埋怨。

三门峡：
我们处理秸秆有“三招儿”

主持人：三门峡在秸秆利用方面
主要有什么办法呢？

嘉宾索世虎：第一个是秸秆还
田，这是最主要的办法，三门峡一方
面宣传惠农、强农、富农政策，另一方
面积极争取农机资金，增加大型还田
机、旋耕机的数量，为实施秸秆还田
提供农机保障。第二个是食用菌培
植，当地农户摸索出一条利用玉米秆

（芯）进行食用菌培植的办法，大大节
约了成本，废料还能作为有机肥料使
用。农户成立各种食用菌培植合作
社，带动全市的食用菌经济，使之成
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第三种方
法就是发展畜牧业，像郑兴牧业、天
谷牧业，都建有大规模的青储池，每年
消耗大量秸秆，产生的牲畜粪便是非
常好的有机肥料，可大大改善土壤营
养成分。简单总结下就是，“秸秆—家
畜养殖—有机肥料—种植”、“秸秆—
食用菌—有机肥料—种植”，通过这些
循环经济利用模式，我们充分利用秸
秆资源，达到禁烧目的。

嘉宾胡菊霞：三门峡利用媒体加
大宣传，提高农民意识，把秸秆禁烧作
为重要考核项，对于出现秸秆焚烧的
村镇扣除“以奖代补资金”。

专家：
秸秆的出路，就是生态循环农业

主持人：如何在全省范围推广秸
秆处理技术？

嘉宾王万章：三门峡的秸秆利用
经验正因为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所以效果很好，这是其他地方应该学
习的。河南省不同地区的土壤、环境、
技术经济条件都不一样，所以秸秆的
利用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

粮食主产区，就要提倡秸秆还田、培肥
地力、节水保墒，保证粮食稳产增产。

嘉宾王成章：三门 峡 农 户 提 出
的秸秆不够用就是很典型的困境，
根本原因就是运输成本太高，造成
了有秸秆的地方用不完，秸秆少的
地方不够用。如果使用工业饲料的
生产模式，在秸秆多的地方建立颗
粒饲料厂，然后再把这些饲料运输
到需要的地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嘉宾化党领：除了直接还田外，
还有很多方式，比如过腹还田，也就
是经过动物消化排泄后还田，效果会
更好。另外还可以堆肥，把秸秆切碎
后与动物粪便按一定比例混合，加一
些水和尿素，经过一段时间就能形成
有机肥。如果能够人工制造高温环
境，并加一些真菌，那么这个过程能
缩短到半个月左右，所以秸秆的价值
在于更加充分的利用。

嘉宾吕书凡：秸秆的出路，就是生
态循环农业，整个链条越长越好，机械
化直接还田既产生了效益，又提高了
还田的效果。现在也有很多企业在做
利用秸秆的事情，比如用收割粉碎一
体化的设备，在玉米成熟时到田间免
费给农民收割，然后同时就地粉碎秸
秆拉回厂里，农民省了收割的钱，企业
也得到了秸秆，还有南阳用秸秆制作
板材、长垣的大型秸秆沼气工程等。

嘉宾王万章：秸秆的处理技术普
及度还不够，如果农民朋友需要技
术，我们大专院校、农业技术部门都
愿意积极提供。另外就是资金层面
的问题，希望那些有秸秆处理技术，
能够得到效益的企业加大投资。

嘉宾吕书凡：在秸秆利用上，技
术是成熟的，现在最大的就是资金问
题，如果各级政府能够拿出一部分
钱，补贴秸秆利用项目，会大大提高
秸秆利用率。

养殖户：
我的办法到底行不行？

嘉宾郑桥水：秸秆利用不应是
“时节性”话题，河南是农业大省，应
该对此事持续关注，找出解决办法。
现在很多农民已经意识到烧秸秆的
危害，但是因为运输成本高，无法送
到养殖场。能否由国家和当地养殖
企业进行合作，区域化设立秸秆回收
点，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出资一部
分，这样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多了，肯
定就不愿意烧了。

嘉宾刘国华：天谷牧业面临最大
的难题是秸秆收购量不足，当地生产
的秸秆无法满足发展需要，如果养殖
规模达到 1 万头，每年对秸秆的需求
将达到 10 万吨。

不缺技术 不缺项目 就是缺钱

电商是这样下乡的

大河网友“聪辩先生”：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就
问哥哥借了一部分钱。由于没有及时还上，我嫂子十分
不满意，长时间发短信骂我及我的家人和朋友，骂得很
难听，我不胜其扰。请问我嫂子的这种行为违法吗？

律师点评：《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华浩律
师事务所的李华阳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二条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该网友的嫂子长时间发短信侮辱他及
其家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
法行为。

按规定申报抚恤金财政局不批
周口市郸城县政府称已经发放

大河网网友“xjmso88”：2013年 10月 6日，我父亲上
班期间突发脑梗塞，经几天抢救无效死亡。原单位领导
看到我家实际困难后，多次按照国家文件规定，报送到
财政局申批抚恤金，但财政局迟迟不办，并且说不按照

［2011］192号文件执行。
民声回复：郸城县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原因是当

事人在申报抚恤金时，缺少火化证明材料，所以未审
批。经过与当事人联系，现在材料已补全，抚恤金已按
规定发放。

自来水里杂质多 还有活虫子
三门峡渑池县水利局立即整改

大河网网友“sossos”：我是渑池县人，最近发现自
来水里有很多杂质，看到有虫子在游动。我询问了附
近居民，他们也发现有此问题。希望自来水公司能够
引起重视，改善居民用水的水质，不要拿居民的健康开
玩笑。

民声回复：渑池县水利局回复称，经查，网友反映
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二次供水和个人水箱污
染水质；二是其他管道污染水质；三是管道损坏污染；
四是主管道老化造成污染。目前，该局采取以下措施
立即整改：一是加强净化工艺，督促用户定期对水箱、
储水器等设备及时清洗消毒，高温天气增加多项目水
样检测；二是加强末梢水管理，在微生物繁殖期和高温
天气增加末梢水检测次数和取样点数查找污染源头；
三是加强施工管理，管网维修或管道开口施工，要快、
要细，尤其是保护好管网系统开口处，避免异物、杂质
等污染源进入管网；四是加快改善供水管网，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对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更新改造。

经常发短信侮辱他人违法吗？
律师点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大河网网友“月光下的恋人”：呼吁有责任心
的企业，回报社会，公益赞助，政府指导规划，有偿
使用。

大河网网友“sean2001”：支持楼主，开封有
些路口就有，可以减少闯红灯现象。可以做广告，
不需要政府投入。

大河网网友“有智无谋”：这种公共设施一定
要保证安全第一。用材一定要讲究，既方便实用，
又能照顾到多方利益。比如，让当地的文化旅游
景点等参与进来，既对公益活动做了贡献，又为这
些企业做了宣传，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建
议指定一个部门负责维护，千万不要建成商业化
太浓的广告棚。

大河网网友“故弄玄虚”：建议是钢构的那
种。既结实又实用，两边和里面支架上都印上温
馨的交通安全提示语，上面再适当加些文明宣传
的内容，高端大气上档次，就这样说定了。

大河网网友“夏雨潇潇”：最好建成那种能方
便拆除的，春秋季节不需要时，可以临时拆除掉。
另外，赞助企业也可以随时换内容，让外地人一眼
就能看出这个城市的内涵，所以这一关一定要把
好，毕竟是城市形象窗口嘛。

建遮阳棚可以，但设施要安全，广告要规范

在花园路农业路交叉口,骑车一族等红灯时钻进协管员的遮阳伞。

嘉宾网谈

□本报记者 贺心群

点击事实：连日来，《焦点网谈》栏目持续报道三门峡秸秆利用的经验，引发网友和社会各方关注。很多网友在留言中

说，夏季秸秆焚烧季节虽然过去，但两个月后的秋收季节，会不会再次狼烟遍野？三门峡经验到底有哪些地方值得推广？

对于其他地区，三门峡经验有没有可复制性？针对这些问题，7月8日上午，《焦点网谈》栏目邀请8位相关嘉宾做客大河

网视频直播间，与网友面对面探讨秸秆出路。

时间：7月 8日 10时 30分
地点：大河网视频直播间
嘉宾：
河南省农业厅能源总站研

究员 吕书凡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牧

草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 王成章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省玉米

产业体系农机岗位专家 王万章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河南土

壤学会理事 化党领
三门峡市农业局副调研员

索世虎
三门峡市环保局法制宣教

科科长 胡菊霞
渑池县郑兴牧业总经理 郑

桥水
河南天谷农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刘国华
主持人：田颖芳

□本报记者 亢 楠 张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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