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唠唠咱家乡变化和家乡美
“文明河南·暖暖新年”大河网系列报道之六

什么是家乡？家乡就是你一天骂八百遍却不允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如果您身在家乡，或许对家乡的发展变化已习以为常，但对

于一名游子来说，家乡的发展变化历历在目。
春节回家，您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了吗？大家一起来唠唠吧，唠唠家乡的山水，家乡的人。

话题
背景

网聚观点

大河网网友“一点山水”：今年回老
家过年，感觉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村里人
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记忆中的老
家春节，买年货、杀年猪、蒸馒头，年前是
一个劲的忙；年后是一个劲的闲，除了走
亲访友，看电视，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如
今情景大不相同了，村里建起了漂亮的
文化大院，正月里这儿成了全村最热闹
的地方。村头那些靠墙角晒太阳的老汉
们聚集在娱乐室里，下象棋，打扑克；大
妈们一大早就随着欢快的“小苹果”，跳
起了广场舞；村里的年轻人，也从初三开
始，集中在村头的空地上，加紧练习打锣
鼓、扭秧歌、舞狮子、踩高跷，过几天他们
还要代表乡里进城闹元宵。

大河网网友“牛玉峰”：现在春节，我
们镇上还比较热闹，村里却变得越发冷
清了，村里的年轻人在外面工作、安家的
多，春节时，回家过年的人也少多了，老

人们都去城里找儿子、女儿们团聚了，春
节我回家走了一圈，我们生产队今年在
家过年的只有 7户人家，还分散在几条沟
里，寂静得很。村庄、道路、环境，还是十
多年前的样子，越来越原生态了，唯一变
化的是，到处都被栽上了石榴树苗。回
到家乡，虽然很冷清，但是仍然感到很亲
切，站在路口的那棵大榆树下，看着久违
的小路，看着熟悉的满山树木，看着儿时
经常玩耍的那片草地，浓浓的乡愁涌上
了心头，仍然感觉幸福满满的。

大河网网友“wyxsj”：作为一名省外
工作的河南人，每年春节回家都要路过
郑州，回到焦作，回到村里。这几年，我
亲眼见证了家乡发展的巨大变化。楼高
了，路宽了，车多了，城乡更靓了。要说
感受最深的是，交通越来越便利。桂林
到郑州高铁的开通，让我回家的时间缩
短了 10 多个小时；听说郑州到焦作的城

际铁路今年也要开通，郑州到武陟才十
几 分 钟 ，这 样 的 发 展 速 度 实 在 令 人 兴
奋。与此同时，我也亲眼看到家乡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往的封建
迷信正在消匿，代之以具有历史感和时
代感的文娱活动，让家乡人的精神风貌
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河网眼遇客户端网友“青梅 ly-
qwhmm”：我是一个河南人，河南在很多
人眼里是个脏乱差的地方，没有云南的
蓝天白云，没有广州的高楼大厦，没有江
南水乡清澈的江河。什么是家乡？家乡
就是你一天骂八百遍却不允许别人骂一
句的地方。也许你会因为这里的交通而
皱眉；也许你会因为这里的房价而烦恼；
也许家乡比不上北京的文化底蕴；也许
家乡不像上海那样是个国际化大都市。
可是，那又怎样呢？一点也不影响我爱
你，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变与不变 家乡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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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的张先生最近购买首套住房，需要开“无房
证明”以获得贷款优惠利率。他惊讶地发现，要得到这张
证明“没有房子”的薄纸，竟然需要花 60元。记者调查发
现，除了南宁，在济南、武汉、长春等全国多地，“无房证
明”都必须在政府限定“独此一家”的机构办理，并收取
20元到 60元不等的费用。（3 月 2 日 大河网）

所谓“奇葩”收费，是指类似无房证明这样越权立项、搭车
收费、只收费不服务、随意扩大收费范围的证明收费。不只是
广西南宁的张先生所需的“无房证明”要收费，连证明公民遵纪
守法的无罪证明在某些地方还需要收费。而这些涉及民生，
动辄数亿元的收费就成了民众心中的疙瘩，令人不舒坦。

利用档案收费于法不容。所谓“耗费了大量人力物
力，需要通过收费弥补这部分费用”纯属部分地方巧立名
目。早在 2013年中央就对利用档案收费明令禁止，财政
部更是在 2014 年底明确提出，要取消重复设置、收费养
人以及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不合理收费。可见，利
用档案收费欲打破相关政令，于法不容。

此外，利用档案收费是借权力寻租。掌握公共信息
资源的机构免费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在出具相关信息
查询证明时却进行收费，其本质就是权力寻租。在“奇
葩”收费后，形成的“糊涂账”就极容易成为收费单位脱离
监管的“小金库”，被部门随意支取。

“奇葩”证明收费亟待清理。利用档案收费既凸显了
一些地方公共机构的强势作风，也暴露出上级部门的监
管不力。为避免“奇葩”证明收费的再次发生，一要严厉
打击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大清理力度；二要加强对相关行
政事业单位的监管，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莫让奇葩收费伤了民心
□王君莉

网友“@老叶子的光影”说：今
年流行抢红包，但“文明河南·暖暖
新年”主题活动也很抢眼，唱响了整
个羊年新春。这里面既有丰富多彩
的河南文化，也有精彩和感人的瞬
间，是献给全球各地河南人的一份
具有浓郁河南味儿的饕餮大餐。

1 月 24 日开始，河南省委宣传
部牵头举办的“文明河南·暖暖新
年”主题活动开始，在春节期间受
到 广 大 读 者 和 网 友 的 关 注 和 支
持。河南日报焦点网谈栏目亦适
时跟进，连续推出“文明河南 暖暖
新年”系列报道。

1 月 29 日，焦点网谈以整版的

篇幅推出专题报道“我们的年代
我们的年味儿”，文章通过对不同年
代网友对过年习俗的回忆，让广大
读者读出了浓浓的河南味道。随
后，焦点网谈又陆续推出大型专题
报道“千山万水 也要回家过年”、

“谋划谋划 今年春节干点啥”、“天
天自拍 是否拍过咱爸咱妈”和“一
起说说咱老家的花样年俗”，为过年
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文明河南·暖暖新年”活动受
到各地市的积极响应，他们根据自
己的特色和优势，通过多种形式进
行参与，挖掘当地节日文化，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友热议压岁钱——

“取之于娃用之于娃”
□本报记者 黄岱盺

乡愁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印
迹，是现代都市人对传统家园及乡
村文化的回望与眷恋，是民众在城
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情感表达。
如 何 在 城 市 化 进 程 中“ 记 得 住 乡
愁”，是一个重要的宏大命题。

一应加强保护。中国的乡村文
化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与根基，它承
载着中国人的身份记忆，一定要采
取多种措施努力保护“乡村记忆”。

二应加强传承。在现代乡村社

会发展中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以往的
传承载体，这要求我们要善于积极开
发新的传承载体，对乡村文化中的传
统文化资源整理与发掘，并通过国民
教育和推广普及等路径加强传承。

三应加强创新。现代乡村文化
的重构需要根植于传统的文化道德
观念以及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逐
步形成与城市化相适应并能够推动
自身发展的道德、伦理意识，使农民
真正能够获得新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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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村庄，不是在希望的田
野上，而是在一片贫瘠的山岗上，即
便如此，它也是那么的可爱、质朴、
美好，它滋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农家子弟——哪怕你长大后远走高
飞，一去不返。

村子里原是有许多树的，老辈
人讲，过去从村子往西走，是过不去
人的，丛生的树木拦着去路。打我

记事，村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树，果
树、皂角、柘刺树，国槐、夹竹桃等，
遗憾的是，这些能卖钱或者不值钱
的树，被渐渐地“淘汰”出了我们的
生活。

这次回去，西北沟——就是大
堰沟的那棵老柿树也不见了，据说
是有人嫌碍着庄稼，活活烧死了。

我说不出内心里是怎样的一种
悲凉。

经济法则影响着最偏僻的山
村，那棵凝聚着几代人乡愁和记忆
的老柿树也概莫能外了。我就记下

村子里外的一些个树吧，算是一个记
忆——留给自己，大家，也留给以后。

家乡在豫东淮阳，那里沃野千
里，民风淳朴。每年回家过年，都能
看到家乡的变化，人的变化，这些变
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日新月异。

大年初三上午，坐在儿时玩伴
王清华的羊场里，年轻的“羊倌”王清

华向记者说起了心里话。“我上大学
不是为当官，我养羊不是为赚大钱，
我的愿望是想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
一些贡献，同时也是对农村经济的探
索和引导，通过我的探索，我希望更
多的农民兄弟利用好农村的资源。
既能让经济发展，又能减少污染，养
殖业算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咱地里啥都长，立根筷子就能
长成大树。”说起今年的生活，王清

华踌躇满志，“我现在发展了近百只
羊，都是优质的槐山羊，耐病害，肉
质好。”经过多方协调，王清华准备
在村里承包几十亩地，大干一场。
由于前景看好，不少亲朋好友纷纷
要求投资加盟。“我的目标不高，今
年要发展到 300 只羊，如果 1 只羊能
赚 500 元的话，那算下来就是一个不
小的数字。”

（本版图片均由网友供图）

“羊倌”喜气洋洋
大河网记者 王书栋

树木与我们的村庄
大河网网友 南阳书生

几棵树，围拢起门前的小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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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家长想用孩子的压岁钱，竟遭女儿讨要欠条。
连日来不少家长吐槽，孩子上交压岁钱越来越不爽快，一些
孩子甚至提出压岁钱就是自己的，该自己用。”3月 2日，大
河网官方微信发布该消息后，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认为
这其实是一种进步，家长应多引导孩子培养理财意识。也
有网友表示孩子太小不能自己拿压岁钱，你咋看？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咖啡呀”：何不让压岁钱“取之
于娃用之于娃”？例如，孩子很喜欢一样物品，就可以引导
他用压岁钱来买。既能让子女懂得珍惜，又培养了孩子的
理财意识，压岁钱归属之困也自然化解，一举多得。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我不傻”：压岁钱是老人、长
辈给孩子成长的一种祝福、一种寄托，压岁钱理应归孩
子所有，但对于无完全行为能力的孩子来讲，父母完全
有权力来行使和支配孩子的压岁钱，至于这笔钱用在什
么地方，父母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小妞我怕谁”：压岁钱只是一
个祝福，不是钱本身，如果关注
钱本身，那反而失去压岁钱的意
义了，那还真不如不给呢？建议
给孩子的压岁钱不能多，对孩子
的成长没好处。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黑桃
rmvb”：父母要收回也能理解。关
键是不能以欺骗的方式说什么帮
你存起来，反倒避重就轻了。

“文明河南·暖暖新年”活动

浓郁河南味儿的饕餮大餐

根脉守望与价值重构
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李 娟

专家观点

我出生在开封，很小的时候就知
道，您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东京。
东京梦华的鼎盛，让您世界扬美名。

离家的乡亲从外归来，再也寻
找不到那个破旧的村落了，呈现在
他们眼前的是一排排漂亮的别墅。
望着眼前这漂亮的别墅群，他们都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的就是
自己的新家吗？这正是，离开故乡
一两年，今朝归来面貌变。眼前别
墅一排排，美丽新村俺家园。

农 民 住 上 小 别 墅
大河网眼遇客户端网友 牛洪亮

家乡故事

2015年 2月 25日摄于开封市祥符区兴隆乡。

结束语

巩义的乡村美景。 网友“青梅 lyqwhmm”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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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基层检察院在上级检察
机关和当地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司
法救助工作在救助的范围、数量、
标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解决
了一大批群众的燃眉之急，有效化
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检察机关执
法公信力和为民形象。但在工作
实践中，由于这一制度确立的时间
不长，在救助条件、标准、资金等方
面还存在些许问题和不足，可操作
性还不强，影响了司法救助作用的
进一步发挥。笔者通过对基层检
察院司法救助工作的现状进行分
析，提出完善的合理化建议，以实
现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的制度
化、规范化、法治化。

基层检察院司法救助制
度的现状

检察机关现有司法救助制度
起源和发展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
度。2007 年 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7 年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要点》首
次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
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2009 年

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出台了《关于
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
意见》，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
工作全面展开。2011 年高检院印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被害人救
助工作的意见》，对基层检察院开
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2014 年 3 月 26 日，高
检院出台《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建
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

（试行）>的若干意见》，将刑事被害
人救助、涉法涉诉救助等统一为司
法救助，司法救助制度在检察机关
正式确立。

近年来，基层检察院司法救助
工作呈现总体初具规模、逐年加速
发展、成效日益显著的良好态势。
2014 年以来，笔者所在的全市检察
机关共救助刑事被害人 20 多人，发

放救助金 7 万余元，救助人数和救
助金额同比都呈上升趋势。就滑
县检察院来说，2014 年司法救助人
数与救助金额与 2013 年同期相比
分别提高了 20%和 100%。其中，
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 2 人，占受理
总数的 40%；当事人申请救助 3 人，
占受理总数的 60%。党组的重视
程度、干警的工作主动性和部门间
的相互协作意识都有很大程度地
提高。被救助的 5 人均对检察机关
的工作表示满意，2 人送来锦旗表
示感谢，1 人当场签订了息诉罢访
保证书，1 人驱车 90 多里让检察干
警品尝其亲手做的挂面，实现了司
法救助工作“既彰显党和政府的民
生关怀，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
权威和公信”的目标，收到了较好

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另一方面，正因为基层检察院

司法救助工作是在近三四年才得
以迅速发展，所以在救助工作中，
基层检察院司法救助制度不可避
免地存在救助观念滞后，发展不平
衡，实际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完善基层检察院司法救
助制度的建议

（一）转变救助观念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相应

的制度规定，转变基层检察院干警
的思想认识就显的尤为突出、尤为
重要。基层院党组首先要高度重
视，率先垂范，将司法救助工作纳
入党组年度工作计划，站在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强化权力救济和
促进司法公信建设的高度，深刻

认识开展司法救助工作的重要意
义，防止司法救助制度被冷落、被
边缘化。与案件质量相挂钩，进
一步增强干警工作主动性，及时
履行救助告知义务，对工作懈怠、
未履行告知程序的，一律纳入本
院案件质量评查范围，将评查结
果记入干警执法档案，用制度、机
制摒弃干警怕招麻烦思想、畏难
情绪等。与队伍建设相结合，司
法救助制度适应了加强权力救济
的现代法治发展趋势，也是 司法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检察干警
要将学习中央文件精神融入到创
建学习型检察院过程中，认真领会
文件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到位。

（二）完善救助规范
机制建设是工作规范运转的基

础。基层检察院亟须规范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救助条件、标准、资金等方
面。首先，应抓紧时间设立专项救
助资金，专款专用，规范资金划拨渠
道，为救助工作的开展开辟“绿色通
道”，防止救助时间集中、救助效率
较低的情况。其次，应进一步细化
救助标准。基层检察院受当地基本
生活水平的影响，救助的标准不尽
相同。在实践中，建议参照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刑事被
害人救助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分等
级、分标准进行救助，确保救助的公
正和实效，防止为数量而救助、救助
标准随意的情况。第三，就救助条
件中的“生活困难”、“是否获得其他
赔偿”的证明标准、证明材料、证明
部门进一步科学明确、细化，规范实
践中申请材料不统一、把关不严的
情况。

（三）健全评价体系
正确的评价体系能够引导司

法救助工作科学健康地发展。司
法救助以支付救助金为主要方式，
相应的评价体系是救助金达到一
定标准的单一考核机制。基层检
察院在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
下，为追求考核数量，消极运用救
助金以外的救助方式、突破标准救
助的现象还不时存在，救助的公正
性 和 社 会 效 果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加
强。笔者建议，改变单一的考核评
价体系，将司法救助与思想疏导、
心理治疗、社工帮助、法律援助、诉
讼救济、就业、就学、低保等相衔
接，在救助金达到一定救助标准或
不符合资金救助但满足其他救助
条件的情况下，还应评估该案件当
事人是否还面临其他生活困难。
将对仍面临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是
否做了妥善处理也纳入到评价体
系之中，建立多元化、科学的、综合
的救助评价体系，真正实现立法的
目的和救助的效果。
（作者系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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