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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再用口罩对抗雾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两天前，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问我：“最近
在忙什么呢？”我回答说：“我在郑州吸着霾呢！”

我相信，正在“吸霾”的人还有很多。他们
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串关于“吸霾”的故事来。
作为媒体人，我也有切身体会，说起来都是令人
烦恼的。

前天，晚饭后，女儿对我说：“爸爸，你快去
买口罩吧！很多人都戴了。”我知道，她这是在
担心我，而她所在的小学按照郑州市教育局的
通知，因霾放假已经好几天了。

我走进小区附近一家药店，发现柜台付款
处已排起了队，他们手里无一例外地拿着刚挑
选好的口罩。结完账，我马上撕开包装，把口罩
戴上。走在大街上，这才发现，细雨与雾霾的交
织中，行人早已纷纷戴上口罩了。

在我的经历及印象中，这霾并非凭空地“从
天而降”。细细回想起来，空气质量变差其实由
来已久了。

我的母亲七十多岁了，患有轻微肺气肿，一
直生活在老家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前年
春节之前，我把她接到郑州来住一段时间。让
我意想不到的是，她来郑州十天左右，就因为犯
病住院了。医生检查的结果是，肺气肿引起的
并发症。那一阵子，医院病床上躺着的病人，大
多数都是呼吸系统疾病，症状也差不多。巧合
的是，那个时期的空气质量也很差。母亲在病
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后出院了，刚过完年，就迫
不及待地回老家了。今年，母亲说什么也不肯

再来郑州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接触到许多与环保有

关的问题，当我将这些零碎的采访印象汇拢到
一起的时候，就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幅霾的画像：
它是一位阴险而狠毒的魔鬼麻醉师，而它的帮
凶还有很多。

我曾采访过非法采砂、采石的场面，尘土飞
扬令人掩面；也曾目睹一家家工厂、电厂壮观的
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更了解到，有的加油站对
外销售不合格的柴油、汽油；作为郑州市民，也
见证过拆迁工地如好莱坞大片上演的场景，还
有到处挖沟、施工的样子，以及每天上班高峰时
拥堵的车流……凡此种种，“霾”伏久矣！

我也注意到，面对空气质量经常“垫底”的
局面，各级政府一直在努力地采取各种治理措
施，从扬尘治理到拆除小燃煤锅炉，从清理街头
烧烤到要求一些工地停工，各种软硬措施都使
出了。但是，空气质量变差由来已久，要想实现
治霾的立竿见影也是不现实的。要实现“长治
久安”，还需要着手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治理的问
题。

近日，网民们对于霾的成因出现了不同的
看法，很多人为谁主谁次的问题争得面红耳
赤。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没有政府权威部门
站出来给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或许，我们
至今还没有搞清楚造成霾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
么。果真如此，我觉得治霾首先应从找到这个
主因开始。相信我们有关部门最终能找到“病
因”，并与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最终战胜霾
这个“瘟神”。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祁凯燕 崔珊珊

1月 5日，2017年新年的第五天，洋洋洒洒
的小雪终于光顾鹤城，在持续了4天“白茫茫一
片都不见”的雾霾天气后，踏出家门的鹤壁市民
李佳摘下带了几天的防霾口罩，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清新的感觉扑面而来，“这雪来得真及时！”

和许多普通市民一样，李佳一直在关注本轮华
北大范围雾霾天气，而自己的家乡鹤壁，正好位于
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在重污染天气中很难独善其
身，特别是自去年11月份以来，这里PM10比上月
一下子拉升了19微克/立方米，PM2.5拉升了15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仅3天。与此同时，一场对
抗雾霾的全民防控战役也在鹤壁悄然打响。

“我现在除了主管项目施工之外，还多了一
个工地防尘‘司令’的头衔”，在鹤壁市万达广场
的施工工地上，项目负责人张勇笑着谈起了自己
的这个新称谓，“之前总感觉市里有些防尘规定
过于严苛，但是看看最近这么凶猛的雾霾天，现
在回想起来，市政府的措施没有错，这雾霾天如
果不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谁能受得了？”

根据鹤壁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的要求，红色预警期间，所有建筑工地停止室外
作业，工地采取围挡措施，各类施工现场堆放的
易产生扬尘物料100%覆盖，裸露场地增加洒水
降尘频次。

雾炮车、扬尘检测仪……张勇带着记者一一
查看工地上新添置的“新式武器”——各种扬尘

监测、治理设备。“2016年光这些东西我们已经
投入了八九十万元”，特别是在工地土方开挖阶
段，施工现场持续开启三级喷淋模式，并且由专
人负责对外出渣土车全覆盖、全冲洗，这些措施
有效地降低了工地扬尘率。目前，整个工地覆盖
防尘网面积已达2.5万平方米。

“现在我们项目部全力支持大气防治，严格遵
守工地扬尘防治的要求，毕竟大气污染防治也有
我们企业的一份责任！”张勇坦言，“虽然购置大气
治理设备让工程成本增加不小，但是为了鹤壁的
蓝天白云更多一些，我们觉得这钱花得值！”

家住鹤壁市山城区的王艳琴最开始还有些想
不通，“煤球便宜又暖和，为啥不让烧？”几天来，眼
瞅着连续不断的大雾红色预警，再加上一番耐心
细致的劝说工作，王艳琴最终接受了燃气取暖，

“你瞧瞧这天，煤球确实污染大，又不安全！”
作为因煤而兴的城市，散煤燃烧一直是很多

鹤壁人传统的取暖方式，但从去年开始，鹤壁市
委市政府下大决心整治散煤燃烧，特别是在禁烧
区域内，政府分家入户引导群众使用清洁能源取
暖，并且给予每户最高600元的补偿。为此，市、
县两级财政拿出来数百万元用于专项补贴。

“鹤壁是一座生态城市，也是国家森林城市
和国家园林城市，擦亮生态环保这张鹤壁的‘金
名片’是我们每一位市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市民
张光明说，期待通过全民的努力，使未来的空气
质量越来越好，水质越来越干净，让头顶的蓝天
白云、脚下的岸清水碧不再成为奢侈品。

污染防治都有一份责任

＠如是雨林：大气污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所以急功近利一嘴吃个胖子的想法很不现

实。不能霾来了才想着治理，找到根源了也不可以一刀切。

＠高会鹏：治理污染当然要全面，但也得考虑实际，胡子眉毛一把抓，最后闹出了市民买

不到馒头、水泥灌树等笑话。抓住高污染行业，瞄准重污染大户，兼顾民生实际，多方合力，

这样的治理才更有效、得民心。

＠正义使者：同呼吸共命运。我们每个人都是雾霾的受害者，要再现蓝天白云，吐槽抱怨

无济于事，不如参与其中。少开一天车，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靠煤取暖……身体力行为

治理大气污染贡献力量。人人参与，配合政府整改到位，科学治理，相信宜居环境不是梦。

＠飞云天：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气污染更是如此，由于天长日久的积累，越

来越严重。因此，治理大气污染迫切需要打“持久战”，单凭“阵风式”整治很难有令人满意的

成效。同时，大气污染治理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方合力，方能事半功倍。

＠明月心：当雾霾一次次笼罩在周围时，我们才发现，大气污染治理真的到了不容置疑

的地步。它要求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都要行动起来：减少烟花爆竹的燃放；能坐公交地铁就

尽量减少车辆的出行，走绿色环保之路。对重污染企业，个人有权举报。相关部门要加大处

罚力度，必须做到重拳出击，罚款代替不了刑罚。污染大气的企业只有付出沉痛的代价，才

能减缓污染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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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万达广场工地扬尘治理车辆冲洗地面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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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新平

前段时间，记者和某县一位扶贫干部聊天，
得知他的困惑：“每回去困难户家里，就是让人
家填填表格，问问家里的情况。感觉困难户分
配得很平均，不说每个村都有困难户，我这个村
每条巷子都有一家困难户。”

“经过我的了解，上级分给我这户困难家
庭，如果单纯以家庭年收入来讲，家里确实困
难，可是家里住房等条件在当地还算不错，不知
道能否判定为贫困。”

交谈中这位干部又道出了扶贫工作中的困
惑：“乡镇给每个困难家庭都安排了产业扶植，
可我这户家里并不了解相关的技术，听他们说，
乡里找技术专家来讲过几次课，但是好多听得
似懂非懂，根本没法把知识融入实践当中。”

国家提倡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
要因地制宜，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施精
准扶贫。但不得不说，精准扶贫的力度还得加大。

现如今，全国建立了“扶贫建档立卡系统”，把
识别出来的贫困户信息全部录入系统中，不仅
包括了户籍信息，还包括了贫困的原因等等。
而评判贫困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一“条”贫困
线。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为2800元，也就是说，
人均年纯收入低于2800元的，就有资格列为贫

困户。那么，如果一个家庭有病人，有学生，生
活过得“紧巴巴”，但是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刚好
超过2800元，很可能就没法作为贫困户，得到
一些相应的支持和帮扶。

按理来说，确定一名困难户，要深入基层，进
村入户，对照贫困户标准，对上报的贫困户挨家挨
户进行核查；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识别扶贫对
象，积极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包括群众评议、入户
调查、公告公示、信息录入等。但有些身处富裕地
区的贫困户往往被富裕的影子遮挡，被忽视了；在
有的农村，由于确定扶贫对象主要还是依靠村委
会评议或村干部推荐，识贫方式过于单一，结果
未达预期，有些得到帮扶的并不是真的贫困户，而
是村干部“凭关系、凭感觉、凭印象”确定贫困户，
有“人情户”“关系户”“假贫困户”在里边。

所以，精准扶贫首先要“识贫”，找出“货真
价实”的困难户；其次是“精准”，确保一扶一个
准。目前，有些地方的扶贫工作只是做在面子
上，浮在表层上，政策落实到了村，村里如何准
确地落实到户，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帮扶单位
和村干部要细致深入地去调研了解实际情况，
要帮在点子上，扶在根子上。

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还希望各地能够在扶
贫过程中对症下“药”，因户而异开出不同的“药
方”。

＠梁宝辉：精准扶贫工作中，职能部门在资金使用之前，不妨多花点心思，比较一下哪些

地方更需要，哪些群体最迫切，把涉农项目资金打捆使用，集中投向贫困村，改善基础设施，

扶持主导产业,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小陈：精准扶贫的背面是粗放扶贫。长期以来，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

逐级往下分解，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精准扶贫的提出和实施，是顺民心、合民

意之举，正当其时。精准扶贫应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户施策。通过进

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其实贫穷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丧失了与贫穷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向贫穷宣战！

＠笑天：贫困线下的人群需要重点扶持脱贫，而刚刚过贫困线的这部分群体也不应忽视。

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基数不小，且抗风险能力差，很容易滑到贫困线下，成为新的返贫群体。

＠大道至简：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切忌一阵风和浮夸风，那种时间表式的要求，是催生

变态扶贫的诱因。改善民生，要物质与精神双管齐下，助力与动力协作。国富民强中国梦没

有休止符，振兴家国永远在路上。

＠细雨和沙：在帮扶实践中，我认为做好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尤为重要，特别要

加强对贫困者摆脱贫困、发展致富的思想引导。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心里有

了发展的愿望，就能撸起袖子加油干！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杨振辉

一条不足4米宽的通村水泥路在大山中蜿
蜒数十里，将群山环抱的淅川县毛堂乡龙湖村
与外界相连。

过去，他们生活在高山之上，密林深处,祖
祖辈辈肩挑背负，靠天吃饭，过着日复一日的贫
困生活。这里是淅川县有名的贫困村。如今，
随着当地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有许多乡亲们
告别贫困，过上了好日子。但留给龙湖村的考
题，还远远没有结束。

直到 2011 年，秦巴山片区县扶贫解困政
策的春风吹到这里，他们开始修路架桥、发展
产业……龙湖村开始改变。

2012年，龙湖村被淅川县政府列为高海拔
山区扶贫村。这一年，村里在狠抓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年
底，该村养殖和种植业初具规模，黄牛存栏100
头、山羊存栏1000只，金银花180亩、茶叶240
亩。当年人均年收入增加1650元。

有了扶贫资金，龙湖村贫困户杨九成发展
了5亩茶叶、2亩金银花，养了3头牛、12只亚洲
黄羊，3万元的年收入不仅轻松解决了一家人的
吃饭问题，两个孩子上学不再难，家里还新添了
电视、冰箱、电饭煲等电器。

“原来的龙湖村仅一条羊肠小道连通山外，
距毛堂乡27公里。村民下山到乡集镇上，走路
一天两头黑。村里盛产的柑橘、板栗和中药材
等运不出山。”村主任梁建增介绍，交通不便，村
里太穷，年轻人纷纷出门打工谋生。全村 261
户 783人，在 2008年以前，讨不到老婆的大龄
光棍有二三十个。

如今却大不一样了。一圈转下来，记者发

现村里散落着20多幢新房，近几年，娶进了10
多个外地媳妇。家家用上了自来水，干净整洁
的水泥路在大山里蜿蜒，通到了家家户户。

“我们村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国家扶贫
帮困工作搞得好。”现已脱贫的村民杨九成坦
言，“之前，村里也有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期盼，
但单靠群众自己不可能实现。”

依托国家的扶贫投资政策，三年来，龙湖村
先后修通了8公里山路，硬化了5.5公里通村公路
及部分组道，基本实现了“户户通”。村里基础设
施好了，村民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以前是“越穷越没干劲，越没干劲越穷”，
如今的村民个个脸上笑意自溢，写满了幸福。

对于龙湖村的未来，村民还有什么困难和期
盼呢？几位村民打开了话匣子，道出了自己的心
声。

随着丹江龙山景区的开发，村民李海江靠
做点小生意也逐渐富裕起来，他最关心的是上
山道路的维护问题。“虽然全都铺了水泥路，但
防护栏还有很多未搞好，游客反映交通危险。”
他告诉笔者，特别是山顶下一公里路段和山区
路段，部分道路的路基塌陷，已经向景区工作人
员反映，但还没修好。

李海江还建议，景区还有很多资源没有得到
开发利用，例如瀑布、大森林等。如果能多增加一
些游客，村民的香菇、木耳、竹笋等土特产就有更
多的销路了，收入也自然会增加。

龙湖村的村民王建波依靠本村“古村落”景
点，做起了农家乐的生意，每月收入也有 3000
多元。他希望政府能对当地古村落文化进行挖
掘、包装、宣传，并搞一些古村落特色的表演活
动，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整个村早日实现
脱贫。

既要精准“识”贫 更要对症下“药”

感谢好政策 期盼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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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舞阳县华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收获食用菌。该企业采取“带种”模式带动
周边7个村发展食用菌生产，目前已有706户贫困户参与食用菌种植。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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