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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民情速递
为您解忧

本报群工部近期将关注以下
问题：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不认
真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违法污染
环境。欢迎提供舆论监督线索。

郑州市空气质量在一个时期内，连续
在重度或中度污染间徘徊，有热心市民向
记者反映,郑州黄河沿岸采砂场众多,不仅
让附近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对整个郑州市
的空气质量也会造成不利影响。8月 3日，
记者来到郑州黄河风景区下游不远处的
武惠浮桥附近，目睹了采砂造成的惨状。

记者在现场看到，武惠浮桥已成了

运砂货车频繁过往的通道。这些运砂的
货车有的用帆布遮盖，有的遮盖一半算
是 做 个 样 子 ，有 的 干 脆 任 由 黄 砂 裸 露
着。车过处，沙尘飞起，往往会让人不得
不捂鼻掩口，闭上眼睛。

黄河北岸武陟县境内，有几个采砂场
规模颇为壮观，放眼望去如同置身大沙漠
之中。其中，有两个采砂场内都在采砂作

业，铲车铲起河砂往货车车厢里装送。在
黄河南岸郑州市惠济区辖区内，也有几处
大型的采砂场，尤其是浮桥东南方向的一
处采砂场，运砂货车进进出出，甚是繁
忙。记者注意到，一辆车身喷有“水政监
察”字样的越野车就在采砂场附近活动，
但对于采砂活动似乎并不过问。

据了解，按照黄河管理部门的有关规

定，目前正值汛期，是不允许采砂的。
向记者反映问题的热心市民说，郑州

空气质量差，很大一部分是颗粒物含量超
标造成的。除了市区中心地带的建筑工
地外，距离郑州市中心并不算太远的黄河
边也是一个重要来源，郑州要治理空气污
染就不应该留死角，别忘了黄河边那一片
片沙漠一样的采砂场。⑦3

每年汛期来临，各级政府都会把防汛抗洪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
于洪水暴发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近日，笔
者在辉县市南寨镇境内看到，本来十分顺畅的
河道被挖的坑坑洼洼，沙堆堆积如山。一旦洪
水来临，河道两边的庄稼必然会被淹没，而且深
坑积水也会对小孩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希望当地有关部门重视这种滥采乱挖的现象，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度汛。⑦3

崔红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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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家门，在家就能领到车辆
环保标，”“动动手指，就可以预约审
车。”7月 27日《大河报》以醒目的标
题，报道了郑州市车管所推出诸多便
民利民新举措。这些举措包括审车
可以预约、免检新车通过微信平台申
领、有专门的快递人员送标上门、通
过微信预约考试驾照和接受驾照考
试结果等。

这些举措的推出，受到有车族的
广泛好评。

措施出来了，能不能持久，这是
有车族们，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担心
的。能不能将这些利民便民措施推
而广之，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一
个问题。因为，车管部门只是众多服
务窗口的一个。人民群众的衣食住
行等各种活动，无不贯穿于我们政府
服务的各个行业，与之相关的服务窗
口，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服务窗口，
都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同样
也能体现出我们政府相关部门的服
务水平。

应该说，总体上看，我们政府的
服务水平还是不错的。但毋庸讳言，

还有一些需要提高和改进的地方。7
月24日，本报曾以《“四次诉讼+百余
趟奔波”难办一个证》为题，披露了
安阳一市民为给自己的房改房确权
办证而备受折腾的事情。还有，近
期不断有网络或媒体披露各种各样
的办证难问题，让一些单位或部门
的服务水平备受诟病。也许这些单
位或部门都有这样那样的理由，都
能翻出文件、找出规定，证明他们让
群众反复跑腿是有“根据”的。但这
些出自条条框框的“根据”，恰好说
明还有相当一部分服务窗口，存在
着漠视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之所
以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怕担责，
就是怕麻烦。说得不好听一点，就
是心中根本没有人民，更谈不上关
心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言以蔽之，
其实就是懒政。

假如，我们的服务窗口都能像郑
州市车管所这样，实心实意地站在人
民群众的立场上，替人民群众着想，
设计和规划出更人性化的服务，让老
百姓少跑些路，少排点队，那么我们
的社会是不是会更和谐些呢？⑦2

愿这样的贴心服务更多些
□刘新平

河道采砂 汛期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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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丘县白集镇韦庄行政村，有一
条长约 3公里的路，被乡亲们亲切地誉为

“爱心路”、“感恩路”。行走在这条平平
整整从村中通往村外的路上，村里男女
老少总会念叨起村里 74 岁的老人韦成
见。

20 多年来，韦成见老人不舍得吃不
舍得穿，却舍得把钱花在为村里义务修
路、补路上，风霜雨雪，坚持不懈。韦成
见硬是把长约 3公里的从村中通往村外
的路修补得平平整整，方便了乡亲们出
行。

韦庄行政村地处沈丘、郸城、淮阳三
县交界处，以前村里村外都是土路，由
于长期没人维修，一直坑坑洼洼。村民
们最害怕的就是雨雪天，出门都困难，
更坑苦了上学的孩子们。每看到这种
情况，韦成见心中都很不是滋味。自费
买了扫帚、架子车、铁锨等工具，自觉当
起了义务修路员。除农忙时节外，他几

乎天天都要在路上转悠，有坑就补，有
活就干，即使逢年过节都没有停止过。
没想到，他这一干就是 20 年。

2000 年，村里有了“村村通”工程，
村里的主干道都建成了水泥路，韦成见
老人就开始把修路重点放到那些仍没
有硬化的泥土路上。每天吃过饭，他就
扛着铁锹到两条路上转转，发现有坑洼
就随即垫平；对路面较狭窄的地方，他
就在两旁挖土，拓宽路面。在老人的不
懈努力下，村里原来仅有 1.5 米宽的小
路，现已“改头换面”变成了近 3 米宽的
平坦大道。

这么多年来，韦成见为修路究竟磨
破了多少双鞋袜，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
清了，老人自豪地说：“我已经换了 16把
铁锨了，路修好了，看着大家走着方便，俺
心里感到舒坦。”

韦成见老伴早逝，膝下只有一个女
儿，没有什么收入，村里为他办理了低

保，无生活之忧后，老人修补村路的心
劲就更大了，他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感
谢党和政府的恩情。2011 年，由于重车
反复碾轧和大雨冲刷，出村的一条主路
上出现了许多大坑，最大的坑能把车轮
子整个陷进去，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
村里的学生和村民们的出行安全、便利，
韦成见老人不顾年老体弱，每天早上四
五点钟就起床去修路。为了备齐垫路的
砖块和砂石料，他往返四五里路去附近
的窑厂或翻砂厂收集废弃的煤渣、砖头
和瓦片。很多时候，一直干到晚上十来
点，睡上几个小时，凌晨两点又起床干
活。就这样，他一连 17 天没歇着才把整
条路修补好。

平整路面，边垫边补，韦成见老人仍
在坚持着。虽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已
经到了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步，但他从不
麻烦任何人。韦成见老人说：“活一天，
就要为村里乡亲们修路护路一天。”⑦3

古稀老人情倾“感恩路”
□王向灵 肖 飞

眼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人们生产生活中所需的许
多内容都入网、上线，颇受欢迎。

然而，在城乡的大小街道，尤其
是一些偏街小巷的墙壁上、线杆上、
树杈里架设着一绺绺、一把把各种
不同颜色、粗细不一的电线，其中有
照明线、电话线、网线、广播线、电视
线等等。这些架线的企业为了省
时、省事、省钱，都将这些线行走一
路，扎绑一起，横拉竖扯，纵横交错，
密如罗织，乱如蛛网，极不规范，十
分危险，常有事故发生，令人担忧。

安全工作无小事，民生问题大
如天。安全二字值千金，在关注民
生、惠及民生的工作中要从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注重细节，做好细微之
事，从一点一滴做起。建议当地党组
织、居委会和相关部门要联手联动，
逐街、逐线、逐户进行排查，一定要做
到车走车路，马走马路，线线分离，各
行其道，各不相扰。把扎成把，绑成
捆，乱如蜘蛛网的多条线路分离开
来。一定要按规矩把线路架设好，规
范好，不仅确保了安全，还给美丽城
乡增辉生色。⑦9 （张会丽）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采砂车作业碾压过的道路。
◀采砂场如同沙漠。

▲堆积如山的砂石料

◀河道内的采砂场

▶坑洼不平的河道

莫让电线成“蛛网”

笔者在下乡调研时，发现由于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一些玉米地
有涝渍现象，个别受淹严重的地块
植株呈现黄色，其下部有很多枯
叶。经实地查看，那些被淹地块大
多存在排水不畅的问题。

近年来，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对
防旱抗旱极为重视，投入较大，措施
得力，不少地方基本实现了“旱能
浇”，而对防涝排涝却认识不足，没
有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再加上有
些人为了多种点庄稼，竟然把原有
的排涝沟渠填平，这样一到汛期，由

于田里的积水不能及时排出，农作
物受淹严重，最终导致粮食减产。

农田排涝事关农业生产安全和
百姓切身利益，务必引起高度重
视。为此，笔者建议农村广大干部
群众在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中，不要只
顾及“旱能浇”，也要考虑到“涝能
排”，尽量做到旱涝保收。尤其在易
涝地块，要根据地势开挖排涝沟，对
过去被填埋的排涝沟渠要重新疏通，
使土地真正实现遇旱能浇、遇涝能
排，确保粮食增产、农业丰收。⑦3

（卢学波 梁锦学）

切莫忽视农田排涝沟

某村在美化环境的基础上，积
极推进乡村文化提升，建设了文化
广场和文化墙，群众劳动之余，在广
场上歌舞欢乐，享受生活的幸福。
然而，当我观看那文化墙时，却看到
了一件尴尬事儿，一个幼儿拉着家
长的手指着文化墙上的画问：“这个
人为什么要埋掉孩子呀？是他的孩
子不听话吗？”原来，这文化墙上画
着郭巨埋子的故事。

“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重视孝道的弘扬和传承，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特点。今天，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发挥“孝”的
作用，搞好家庭养老，对于个体幸福
和社会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因此，孝文化的研究宣传理应
受到我们的关注。

然而，提倡“孝”，也要考虑文化
传承中的精华与糟粕。鲁迅当年在

得到一本《二十四孝图》的小册子
后，起初兴奋异常，最终却这样评
价：“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
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
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
绝望了。”

文化墙要发挥“以文化人”的
作用，就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直面时代，直指人心，撷取人心
中最向往的东西，充分利用传统文
化积淀的优势，融入现代文明的最
新成果，因势利导，创作创新宣传
内容，如丽日惠风，传递温暖，涵养
精神，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
大正能量。

文化墙若不辨别是非，不区分
丑恶，不加选择，随意登载愚昧落后
的内容，则不但于事无补，与人无
益，反而会成为精神鸦片，毒害灵
魂，祸患发展。⑦3 （何冠军）

乡村文化墙应传递正能量

今天，我向贵报反映两个问
题：都是修路修了半截，却停止不
修的问题。

一条是位于新乡市凤泉区潞
王 坟 乡 东 同 古 村 南 头 ，自 东 向
西，东从团结路以西开始至西同
古村小学门前东侧这一条乡村
道路。这条乡村水泥道路修到
东 同 古 村 南 头 偏 东 南 ，修 了 半
截，停工不修了。为了沿途附近
村庄的群众和车辆通行，盼望早
日恢复道路施工。

另一条是县区公路，位于新
乡市凤泉区潞王坟乡西同古村
南，潞王水泥厂门口向西北方向
至辉县市孟庄镇孟坟村东南，辉
县市与凤泉区交界处（凤泉区境
内）。该路重修的部分是柏油沥
青路面，该公路已修到（西同古村
正西）封丘水泥厂西大门东侧，修
了半截，停止不修了……

老百姓盼望的是民心工程，
更不愿看到伤心的半截工程。

在此，想借贵报一角呼吁下，
盼望这两条县公路和乡村道路早
日恢复施工。⑦10

（周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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