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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平

菜市场不大，群众的利益大。

关注郑州市的菜市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令人难以

乐观的是，群众对于菜市场还有那么多的意见。

凭良心说，各级政府不是不关心老百姓的“菜篮子”，也不

是没有想办法尽量让老百姓买菜更方便一些。比如郑州市曾

经提出的 2017年打造“十分钟买菜圈”，就是一件很令老百姓

兴奋的事情。但打造这个“十分钟买菜圈”不是一朝一夕的，

需要一个一个菜市场地建。但从实际情况看，郑州市的菜市

场建了多少，老百姓不清楚，但“扒”菜市场倒是一个接着一

个。有的菜市场没有用几年，扒了；还有的菜市场一拆再拆，

一迁再迁，数易其址。不仅卖菜的商户有意见，老百姓买菜也

是今天去这儿，明天到那儿。这样下去，“十分钟买菜圈”能

否如期兑现，恐怕要打问号。

谈及民生时，我们一些部门关注度更高的是医疗、是教

育，认为这才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关乎人们生老病死的大事，

是非抓不可的。然而却忽略了老百姓们心目中的“天”——老

百姓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当中，菜又是每餐必不可少

的。老百姓对到哪里买菜，买菜是不是方便，是很在意的。

无论是从分布还是数量上看，老百姓对郑州市的菜市场

建设是不满意的。这里面，有对家附近菜市场被拆不满的，也

有菜市场被挪作他用抱怨的，还有对菜市场购物条件和管理

太差不满意的。这些不满，其实是老百姓对政府的期待。

“菜篮子”虽小，但里面装着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

利益无小事。把菜市场建设作为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

民心工程来真抓实干，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人民群众，都是一

大善事。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假如我们对菜市场建设，

加大投入和管控力度，纳入公益性管理；科学规划，保持相对

稳定，而不是今天建，明天拆；同时，适当加大菜市场的建设密

度，群众买菜难的状况就会改善，群众对政府、对生活的满意

度定会增加。9

每天早上六点左右，济源市南街集贸市场的东门外，就会集
结一些摊贩占道经营，有时能占据半幅车道。有的商贩把剥下
来的玉米苞衣和菜叶随地乱扔，既带来了交通安全隐患，又影
响环境卫生。环卫工人虽然不停地清扫，也无济于事。据环卫
工介绍，这些商贩都是临时经营，虽然附近有市场，但为了兜揽
生意，摊贩们还是不顾危险，在马路上摆摊设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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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附近的菜市场拆了

8月11日，一大早，家住郑东新区绿城
百合小区的李大爷按照惯例，骑车去离家不
远的如意东路北段的菜市场买菜。但是，眼
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原来商贩搭建的简易
棚已经全部被夷为平地，垃圾满地都是。

一位正在收拾家当的卖菜商贩告诉记
者，这家菜场原来位于中州大道旁的押砦
村，2007年前后由于城中村拆迁，几十家
商户前后搬过两三个地方，最短的一次经
营了不到一年，2010年前后才慢慢集中到
如意东路北段这块没有开发的空地上稳定
下来。现在，这块地要搞建设，菜市场必须
再次搬迁。

“新菜场在四五公里外的祭城镇，生意
不如现在的地方，很多商贩都准备改行干
别的了。”一位商贩说。

转了一圈，菜篮子空空如也的李大爷
对记者说：“这个菜场的菜比超市里的便宜
不少，还新鲜，这么多年我们小区的居民都
在这里买菜。猛的一下子取消了，真不知
道该去哪里买菜了，以后生活成本要增加
不少啰。”

附近绿地老街社区的一位居民说，政
府为啥就不能在这片居民密集区规划个正
规的菜场呢，这样既能方便附近群众生活，
又能解决卖菜商贩的出路问题。

发出这样感慨的还有家住向阳街7号
院的王大哥。因为爱人经常加班，家里的
油盐酱醋，都是他操心。当然买菜也是他
的主要家务活之一。离他家不远的书院街
菜市场成了他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去年三四月份，这个菜市场被拆了，推
平了的菜市场里空空荡荡，只有大门口还
挂着“郑州市书院街集贸市场”的牌子，已
经残破的大门上方，“书院街市场”几个大
字很是醒目。“好好的菜市场给推平了，这
是要盖啥呢？”和王大哥一样，经常来这里
买菜的群众心里都犯嘀咕。过了一段时
间，有人发现，这里居然变成了一个停车

场，原来菜贩们卖菜的水泥台拆除后，瓷砖
铺就的地面上，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车辆，大
门口，还有人对进出的车辆收费。

而王大哥和他的邻居们，不得不到城
南路、陇海路之间，熊耳河畔一个露天市场
去买菜。“原来走路两分钟就到了菜市场，
现在得走20分钟。本来工作就忙，家门口
的菜市场拆了，这不是给人添乱吗？”不少
人都有这样的议论。

这样的菜市场政府咋不建

闷热的天，好像要下雨。老牛从经三
路某蔬果超市里出来，身上的短袖衬衣已
经被汗水浸透，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老牛提着两大兜菜，在路边等公共汽车。

老牛是晨旭路一个汽车修理店的修理
工，平时就在店里忙着修车，家里的事儿，
都是和他一起来郑州打工的爱人打理。这
几天，因为爱人身体不舒服，他也就勉为其
难地做起了家务，其他的不说，就买菜这件
事，就让他很为难。要不是邻居陈阿姨当
指导，他真不知道该去哪里买菜。

这会儿和他在一起的就是邻居陈阿
姨，手里同样提着沉甸甸的、装满了蔬菜的
无纺布提兜。两个人一边等车，一边就买
菜的话题聊了起来：“这个市场真不赖，菜
真便宜，有的菜比批发市场还便宜，可惜地
方太小了，进去买个菜，连转身的地方都没
有。”

“连买个菜也要坐公共汽车来回跑，这
算啥事儿呀？！要不是家附近没有菜市场，
就是再便宜，也不来这地方买菜。”浑身还
湿漉漉的老牛说话都没有好气儿。

家里的生姜没有了，老伴儿让老程来
买点姜。家住经二路某小区的老程在这个
蔬果市场里挤了半天，才把姜拿到手。要
过秤时，又要排长长的队。老程心里急，就
这么两块姜，得在蒸笼似的市场里熬着，这
滋味真不好受。

原来，在这个小区附近，有一个枣庄菜
市场，虽然枣庄城中村拆迁了，可这个菜市
场一直经营了好久，前一阵儿，枣庄菜市场
也拆了，老程只好也到这个人气颇旺的蔬
果市场来了。

好不容易又排队结过账，出了市场，老
程长长地舒了口气：“这家店的老板有眼
光，生意这么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场地太
小，要是再宽敞点，就更好了。”话题一转，
老程又有新观点：“既然老百姓喜欢，菜价
也便宜，政府为啥不能投资多开些这样的
蔬果市场，让老百姓舒舒服服、高高兴兴地
买菜呢？”

承诺了希望能兑现

家住信息学院路的王老师从某学校退
休有几年了，教了一辈子财务方面的课，王
老师对涉及民生方面的事儿比较感兴趣，
有两个表现：一是收集有关民生报道的报
纸，二是喜欢骑着他那辆只能坐一个人的
电动三轮车到处转，看民生状况。这几天，
省农业厅旁边刚刚开了一家菜市场，王老
师孩子似的逢人便说：“这边才开了一家菜
市场，里边的菜可新鲜了，价钱还不算贵。”

王老师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他骑车跑
了不少地方，发现不少菜市场都拆了，而新
建的寥寥无几。

见到记者时，他刚从新建的菜市场里
出来，手里还提着才买的西红柿。一阵寒
暄后，王老师从衣兜里掏出他的宝贝——
几份他收集的报纸。“你看看，这是2012年
12月7号的报纸，报纸上说，作为国家标准
化菜市场项目试点城市，郑州市建了40个
标准化菜市场。可时间才过去几年，这些
菜市场还有多少存在？”

说着，王老师又拿出另一份报纸：“你
再看看，这是 2015 年 8 月 12 日的《大河
报》，说郑州市将在2017年步入‘十分钟买
菜圈’，这可是政府给老百姓的承诺呀。和
城市发展相比，郑州市的菜市场确实太少，
分布还不合理。老百姓买菜，确实有不方
便的地方。现在离2017年没有几天了，希
望政府能够兑现承诺，让老百姓不再因为
买菜为难了。”9

你家附近还有菜市场吗

和一些“村官”聊天，感觉有些“村官”对“当官”比较感兴
趣，对于怎样带领群众奔小康，却办法不多。还有些“村官”雄
心不小，一遇具体问题，却无所适从。仔细探究，发现这些“村
官”们的科学和利用互联网的知识相对比较贫乏。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可许多“村官”对互联网的认识还停
留在“上网”阶段，对于怎么利用互联网推介自己村里的特色
产品，怎样利用互联网找市场，怎样利用互联网普及农民朋友
需要的科技知识等，都不清楚或不知道。

还有些“村官”，自己就是“科技盲”，对村里的一些经济
作物应该怎么种，具体要注意哪些问题，一无所知；村民养
殖的一些家禽家畜，“村官”对该怎么防疫，小病该怎样治
疗，一概不知。这样的“村官”，村民怎么指望他带领致富？

“村官”不仅是政府与村民之间上传下达的桥梁，更应是
带领村民奔小康的领头人。因此，要想当好村官，自身应该要
有一些基本的科技本事和互联网知识，要通过自身掌握的科
技和互联网知识，帮助村民实现经济增收，走上脱贫致富的路
子。9 （苏红光）

“村官”应学些
科技和互联网知识

如意东路北段的菜市场又被拆了。

陈先生家住河北承德，今年5月17日13时许，
准备离开许昌高速服务区时，有一个女子坐在地
上，声称陈先生的车轧住她了。这时，从另一辆越
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自称和被轧的汪某同
行。他们要求陈先生陪汪某一起去医院进行检查，
并说如果汪某的脚没事就算了。如果汪某的脚受
了伤，陈先生则需要赔偿。

赶到许昌县某医院时，陈先生本想陪同汪某对
脚进行检查，但遭到拒绝。不久，高某拿的诊断报
告单和医院拍的X光片显示，汪某的脚骨折了。陈
先生看了诊断报告单，发现日期和医院都不错。

真的轧伤了人，陈先生有些慌乱。加上着急赶
路，陈先生同意赔偿6000元。之后就驾车离开了。

没多久，陈先生突然想起，轧的是汪某的右脚，
但片子显示的是汪某左脚骨折。意识到自己被骗
后，陈先生赶紧报了警。

接警后，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区公安分局刑侦大
队民警迅速展开调查。从医院附近监控设备的录
像资料上，民警找到了那辆黑色越野车。以车找
人，民警发现姜某有“碰瓷”诈骗犯罪前科，经陈先
生辨认，姜某正是诈骗他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经过一系列侦查，民警将均因“碰瓷”诈骗被判
过刑的犯罪嫌疑人姜某、牛某、高某、汪某抓获。

在此，民警提醒群众，一些人在高速服务区专
门针对外地车“碰瓷”，因此，驾车去外地一定要格
外留意。即使发生交通事故后，也不要慌张，要立
刻报警。如果是双车碰撞，车主在向交警部门报警
和向保险公司报案后，对现场情况拍照留存记录，
以便日后维护自己的权益。

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在现场轻易给碰瓷者
赔偿，不要被对方的野蛮态度吓倒，要主动给对方
设置一些“障碍”，避免当场给钱。9 （张卫华）

高速“碰瓷”可恶 留意不要上当

民生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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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 日，内乡法院审结一例非法占用农地
犯罪案，被告人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法院卷宗显示：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被告人张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在未
办理林地使用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组织人员
使用大型机械，在其承包经营的石子厂范围
林地内挖山采石，尔后加工成石子对外出售
盈利。经鉴定，被告人张某非法占用林地面
积呈漏斗状，矿区矿口面积达 8.7 亩；其碎石
子堆放现场占地面积 13.1 亩，共计非法占用
农地 21.8 亩。

内乡法院认为，张某在没有办理林地使用证
的情况下，在山坡林地范围内挖山采石，造成林地
大面积毁坏，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
地罪。鉴于被告人张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事实，且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可酌情
从轻处罚。为维护国家土地管理制度不受侵犯，
打击犯罪，遂作出以上判决。9

（屈熙尧）

切莫非法占用农地
近日，济源供电公司按照业务协

同、界面清晰、制度管控、跟踪问效的
原则，细化电网风险管控责任体系，层
层抓好各级人员责任落实，确保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全面打赢迎峰度夏攻
坚战。该公司层层落实责任，把统一
标准、执行制度、隐患治理、风险防控
作为安全管理的硬约束，加强监督检
查，对各类习惯性违章“顽疾”零容忍，

对涉及安全的细节问题零放过，对日
常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零姑息，切实
将安全工作抓实、抓到位。认真做好
风险点、危险点研究，切实掌握设备安
全防控要点和安全保障措施，做到精
准发力，科学施策。深化设备状态评
价，加强对可能存在重载、过载问题的
设备运行维护，为电网平稳度夏奠定
扎实基础。 （李建国）

强化责任确保电网平稳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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