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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家风成为
基层干部的“清廉之基”

□王水田 高志超

三门峡高铁站

出租车为何还是不打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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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新平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
农村电动车、摩托车、农用四轮已基
本普及，成为不少农村群众出行的主
要交通工具。在农村，笔者经常看到
一些未成年的青少年儿童驾驶农用
三轮车或四轮拖拉机在路上行驶，有
的大人赶集、干农活让小孩驾驶电动
车、摩托车、四轮车，大人还坐在旁
边。此举引发的交通事故也随之增
加，特别是假日里青少年儿童私自驾
农用三轮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更
是令人担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
条例》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禁止驾驶机动车辆。由于少年儿
童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加上心理素

质和处理突发事件能力较差，驾驶技
术不过关，车毁人亡事故屡有发生，
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了很大伤害。

因此，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和家
长要重视农村青少年儿童私自驾车
问题。首先家长要遵守交通法规，当
好榜样；其次学校和有关职能部门要
重视对青少年儿童交通安全知识的
教育，结合一些惨痛的事例宣传青少
年驾车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让未成年
人远离机动车辆；再次是职能部门要
不定期上路巡逻，发现未成年人私自
驾车及时处理，减少事故的发生。在
此，笔者也奉劝家长，为了孩子及他
人的人身安全，请不要再让孩子驾车
了。⑦10 （王树恒）

家风，是指家庭一贯的作风。它
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日常生活中积
淀形成的风范，体现一个家族世代相
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是一个家
庭或家族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

家风影响民风，民风体现国风。
而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家风还关
联着乡风和村风，更直接影响甚至决
定着干部作风。

作为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农村干
部，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
是关系到工作作风能否端正、能否清
正廉洁、能否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实现
小康的大事。

古语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
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
下平。我们的基层干部只有首先治
理好自己的小家，树立良好家风，管
好亲属子女，才能将精力放在农村繁
杂的工作上，不被利益所牵扯，不向
贪腐伸手，以高标准的工作要求来助
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然而，树立良好家风，并非一日之
功。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是以身作则，经常做到“带”。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如果将家庭比作火车的话，那么
家长就应该是车头，更是一面旗帜。
如果是一个家长带好了头，树立好了
榜样，自然是底基稳固，家庭也必然
风清气正。因此，我们的基层干部要

将传承树立良好家风摆上重要位置，
自觉做到廉洁自律、清白做人、干净
做事，并为家人作出好的榜样。

二是以正立身，时刻落实“管”。
作为基层干部，一定要铭记“一人不
廉，全家不圆”的道理，这就要求我们
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家人，对
家人的过分要求，只要给他们讲清纪
律，讲清法理，讲清后果，相信家人会
理解的。总之，只有守好家中的“廉
洁门”、筑牢家庭的“廉洁墙”，才能以
良好的家风树起基层干部的良好形
象，才能使子女健康成长，家庭平安
幸福。

三是以勤为荣，牢记坚持“做”。
俗话说正人先正己。基层干部要想
给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就需要先从
自身做起，要心系群众、服务群众、严
于律己、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勤俭节
约，如努力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搞
好新农村建设、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提高农民幸福指数等方面动脑筋、想
办法，处处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着
想，时时为大伙和家人做出榜样，始
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优良家风。

同时，基层的纪检部门应站在党
风廉政建设的高度，对基层干部家庭
家风的情况进行必要的了解，帮助干
部认识良好家风与规范从政的关系，
让干部的良好家风成为干部廉洁从政
的“清廉之基”。⑦10

我是新乡市凤泉区一名群众，贵
报 2015 年 8 月 5 日第 11 版刊登了《两
条“烂尾路”，何时能修通？》的报道。
在贵报的关心关注下，近日（5 月 3
日），这条让当地群众闹心多年的路，
铺上了新的沥青路面，恢复了通车。

这条公路是新乡市凤泉区通往

辉县市的县区公路，原老水泥路由于
年久失修，公路坑洼不平，晴天车辆
疾驶而过，尘土飞扬，下雨天车辆过
处，泥水飞溅。……如今该县区公路
通车，极大地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
行。很多周边的群众都说，路一通，
大家心里舒畅多了。⑦10 （周长德）

“三门峡的黄河旅游节就要到了，可我
们这儿高铁站出租车收费混乱成了顽疾，
只要是进出高铁站的出租车，都不打表，这
能不影响三门峡形象吗？”电话那头，从温
州到三门峡做小商品批发生意的张先生语
气中明显带着不满。

关于三门峡市高铁站出租车不打表的
现象，本报曾不止一次地做过报道，但这一
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接到张先生的电话，记者 4 月 18 日再
次乘坐高铁，从郑州赶到三门峡再作一次
体验。

从三门峡南站（高铁站）下车，走下站
外台阶，便看见几辆根本不进停车场的出
租车停在站外揽客。记者没有搭理这些
揽客的车，径直赶到出租车专用停车场。
在乘客上车处，两位穿着制服的运管人员
在那里值守，进出场地的出租车看起来井
然有序。于是记者便随意坐了一辆出租
车。

“去哪儿？”
“义乌小商品批发城。”
位于三门峡市大岭路和南环路交叉口

的小商品批发城距南站大约两公里。
听到记者要去的地方后，出租车司机

伸手按下了计价表的空车灯。记者见状，
心里纳闷，这不是打表吗？难道张先生的
投诉有误？

记者心头的疑问还在脑海中打旋，车
已经出了停车场的大门，往前走不远，司机
将车停在了路边：“20 元。”

记者没有反应过来：“什么？”
“你不是去义乌批发城吗？车费 20

元。”说着，司机将本已按下来的空车灯

扶正。
“不是打表吗？怎么又变成 20 元了？

这才多远呀？”记者佯装不解。
“我们这儿都是这价，要是嫌贵，你去

坐公交车。”司机一脸的不耐烦。
“刚才上车的时候你不是打表了吗？

怎么又不打表了？”记者还想辩解。
司机更不耐烦了，“反正就 20 元，不想

坐，就下车吧。”
碰上这样的事情，记者也就随他去了：

“20 就 20，走吧。”

司机没有发动车辆的意思：“不着急，
再等个客人。”

到了这会儿，乘客似乎成了出租车司
机的“俘虏”，什么时候走，怎么走，什么价
格，全是司机说了算。

等了大约十来分钟，两个提着鼓鼓囊
囊黑色塑料袋的女孩，走近出租车，在车外
跟司机一阵讨价还价后，坐进了出租车。

这时候，这位出租车司机才心满意足
地启动车辆，开出三门峡高铁站。

第二天，记者再去高铁站，看看出租车

是不是不打表。于是，记者便在下榻的宾
馆门口拦停了一辆出租车：“去高铁站。”

说完，记者钻进了车内。
“30 元。”记者还没坐稳，司机就报出

了价格。
“不打表吗？”记者故意问司机。
“不打。”司机回答很干脆。
“为啥？”
“去不去？”司机似乎并不在乎乘客坐

不坐车。
看这架势，记者只好下车。
得知记者为三门峡高铁站出租车不打

表的事情再一次来到三门峡，曾经给记者
爆料的市民张先生又向记者介绍相关情
况。

张先生说，出租车进出三门峡市高铁
站不打表的情况，前两次《河南日报》的报
道，他都看了，每次报道过后，三门峡市客
运部门也都做了具体工作，“他们确实也下
功夫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不见效。”张
先生说：他是浙江人，这几年在三门峡做生
意，对三门峡很有感情，已经把三门峡当成
了自己的家，最近还张罗着在三门峡买房
子，将来就在三门峡扎根了。因此，他总希
望三门峡变得越来越好。

“冬天，三门峡市作为一座‘天鹅城’，
全国各地来看天鹅的人不断；夏天，这里有
黄河旅游节，国内外的游客也有很多。进
出高铁站的出租车，其实是展示三门峡形
象的一个个窗口。外地游客对这个城市的
印象如何，出租车就是第一印象。作为一
个喜欢三门峡的人，真不希望出租车不打
表的事，损害这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张先
生告诉记者。⑦10

道路通了 心舒畅

农村少年驾车上路令人担忧

超载车辆
该治理了！

在焦作市的北部和西部，有一条环城
路。从这里经过的货车很多存在超载、超
速行驶现象，不仅是交通事故的隐患，还
成为 PM10 污染的重要源头。

笔者经常从焦作市山阳路和影视大
道至中站区中南路经过，总能见到一些超
载和超速车辆从身边呼啸而过。车上经
常掉下建筑垃圾、煤炭块、水洗砂、石子等
杂物。这些杂物经过货车的碾压，形成了
灰 尘 带 ，风 一 吹 ，灰 尘 扬 向 了 天 空 ，是
PM10 形成的重要原因。虽然影视大道上
有减速带，但是对于载重货车来说作用不
大，当地群众都希望超载车辆问题能引起
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时给予治理。⑦10

焦 鹤 摄

图① 在 影 视 大 道
缝山针段的公路上灰尘
满天飞。

图② 在 中 站 区 中
南路上高速奔跑的货车
碾 压 掉 在 路 上 的 石 子
后，形成的灰尘带。

图③ 抛 洒 在 影 视
大道缝山针路段上的建
筑石子。

①①

②② ③③

沁阳永威学校高中部与河北衡中合作办学，成立衡中河
南分校。让河南学子不出远门就能享受一流的高中教育。今
年秋学期面向全省招收慈善阳光生200名、普通生400名。各
省辖市中考前十名享受奖助学金10万元，各县市前10名发奖
助学金 5万元。2019年考上清华、北大，另发助学金 20万元。
高一、初一、小一新生均面向全省招生，即日起开始报名。

咨询电话：0391-5668884/5691111

沁阳永威高中(衡中河南分校)

河南省慈善总会慈善阳光班

助力莘莘学子梦圆北大、清华

为确保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取得实效，郑州南阳新村街
道办多措并举开展工作。一是领导重视，加大投资。购买执
法车辆 2 辆，配备工作电台 49 部，全部投入到辖区重点区域、
重点路段，确保市容“四乱”精细化达标。二是加强督察，城管
科实行日督察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在街道微信群中通报并迅
速整改，并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察，确保辖区内零问题。三
是继续加大市容整治力度。从精细上下功夫制定联合执法路
线，确保联合行动取得实效。四是继续保持百日行动整治中
的工作精神和干劲，做到城市管理永远没有终点的目标。

（谷靓）

加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力度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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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福彩又中大奖了？听说是
694 万元！”5 月 9 日一大早，开封福彩发
行中心工作人员便接到一个又一个咨询
大奖情况的电话，中大奖的喜讯也迅速
传遍各个销售网点。

经查询，5 月 8 日晚开奖的双色球
2016052 期，位于该市西门大街 365 号的
41020018 投注站中出当期一等奖 1 注，
中奖金额高达 6940346元，中奖彩票是一
张 6 元 3 注单式投注票，正是其中的一注
斩获当期一等奖。这是该市今年首次中
出双色球一等奖，开封福彩 500万元以上
大奖已累计中出 20注。

福彩“双色球”游戏作为全国联销的
乐透型彩票品种，不仅单期销售量始终

保持全国同类型彩票首位，而且大奖中
出注数也遥遥领先。双色球作为全国彩
市的航母级游戏玩法，不断刷新单期销
售量和大奖奖金记录，全国彩市最高中
奖记录 5.7 亿元就产自福彩“双色球”。
双色球游戏始终保持产销两旺的同时，

“中大奖，还得双色球！”已受到广大彩民
的一致认可。

在彩民朋友分享双色球大奖喜讯和
8.76亿元奖池的同时，5月 9日起，河南福
彩推出双色球 380 万元“你买我就送”活
动，活动期间，凡单张双色球彩票投注额
14 元（含 14 元）以上的，均可获赠一注双
色球彩票。提醒彩民朋友的是，本次派送
活动总金额380万元，派完为止。 (刘柯)

开封市彩民摘得双色球694万元一等奖

近段时间以来，福彩大奖频
频登陆信阳光山县，不仅将幸运
带给了中奖彩民，也使整个县城
沉浸在喜悦之中。这不，4 月 17
日、21 日中福在线 25 万元大奖和
1012 万元双色球一等奖刚刚在这
里降临，5 月 9 日，25 万元大奖又
迫不及待地光顾光山中福在线销
售厅，被彩民吴先生收入囊中。

吴先生是位新彩民，刚开始
接触中福在线，对游戏玩法和操
作还不是很熟悉，5 月 9 日上午他
早早来到销售厅，在工作人员耐
心细致的讲解和帮助下，完成了
办卡、充值、开机、登录、选择游
戏、投注等步骤，并操作得越来越
娴熟，渐渐的，吴先生沉醉在了自
我的“连环夺宝”游戏之中，时不
时因中得小奖而欢呼。就这样，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悄然过去，已
是下午 2 时 50 分，吴先生也早已

将投注额由 5 元增加到了 10 元，
奋力进行着第三关游戏，这时，只
见屏幕上方突然降下相连的 24颗
红宝石，站在吴先生身后的工作
人员惊喜地提醒他可能中大奖
了，但吴先生因为没见过中福在
线头奖开出时的情景，便很是淡
定地说道：“估计奖也不会太大。”
可话音还没落，他便猛然坐直了
身子，双眼紧盯屏幕弹出的恭喜
中得 25 万元大奖的提示，情不自
禁地欢呼起来，其他顾客和工作
人员闻声也纷纷围上来向他道
贺。

办理完兑奖手续后，吴先生便
匆匆离开了销售厅，他要尽快赶回
家中，与家人分享这份惊喜。临走
时他乐呵呵地说：“看来自己的运
气不错，以后要经常来玩中福在
线，希望还能捧回大奖。”

（袁梓洋）

信阳光山中福在线再出25万大奖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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