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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新平 本报通讯员 刘明月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许多原本祖祖
辈辈种地为生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城市里
的社区居民，我们称之为新市民。

不仅身份变了，因为土地被征收，许多
人手中还有了可能原来一生都不会拥有的

“巨款”。这些手握“巨款”的城市新居民，
究竟应该怎样生活？他们有什么样的打
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记者去南阳
新野作了一番调查。

有茫然有无助更有奋斗

刘麦珍是新野县芦庄社区居民，对未来
的生活，她很是担忧:“我们一家五口人，原本
种了八亩责任田，一年也能收入个两三万
元，土地被征后，就断了经济来源。婆母有
病住院，丈夫到建筑工地打工摔伤了腰，两
个孩子上学、吃饭，这些都要花钱。就那十
几万元的补偿款，搁不住折腾，剩不下几个
了。今后可咋办啊？”刘麦珍一脸愁容：“我原
想到南方打工挣钱，可病重的婆婆、有病的
丈夫要人照料，上学的孩子也得照顾。在县
城附近找工作吧，走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也没人愿意用俺，不是嫌弃我老，就是嫌弃
我文化低。像我这五十多岁的女人，真是

‘一工难求’。还有好多姐妹，家里的条件比
我好，但成天泡在牌场里，除了东家长西家
短的聊闲话，就是牌桌上你赢我输，惹得婆
婆儿媳生闲气。”

卢某某是个年轻人，上学时心思没有
用在学习上，又不愿学技术，成天和城里几
个年轻人瞎混，无所事事，结伙斗殴，寻衅
滋事，把家里几十万征地款糊弄光了，成了
当地的一大祸害。刚娶到家不久的新媳妇

选择了离婚。最后，卢某某被绳之以法。
“土地变成钱后，我们到底该咋办呢？

还真是一个头疼事。手里虽然攥着这几万
元征地钱，可是银行利息太低，高利息的理
财风险太大，怕是非法集资，弄不好就血本
无归，不敢参加。”新野县芦庄社区二组居
民白红献一肚子疑惑：“土地被征收后，手
里是有俩钱儿，可是孙子学业未成，成天都
在打这钱的主意，给吧，怕他不学好，不给
吧，他成天惦记着。要是有个投资挣钱的
项目也行，就是找不着好门路。”

同一个组的高旭博告诉记者：“我们犯
的是一样的愁啊。攥着钱就像攥着个刺猬
疙瘩，睡觉都不安生。做生意吧，不知道该
做啥好，既不懂行情，也不会经营，又没有
技术。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方庄的老吴，
拿着赔偿款，高兴得不知道姓啥了，坐到牌
场去耍牌，两个晚上，十几万块钱输个精
光。老婆气得带着孩子跑了，老吴也成了
孤家寡人。”

不过，也有能人，方庄的郑喜法就会让
钱再生钱。原来，郑喜法利用征地款承包
城乡接合部的闲置土地，投资开了一家“城
东农家游乐中心”，家长可以带孩子来搞亲
子游乐玩耍，亲手采摘果实、吃农家饭，以
农家种养的无公害产品作原料，当着食客
的面采收，宰杀土鸡土鸭。一年四季宾客
盈门，让人既羡慕又渴望。

帮助扶持 铺就新生活坦途

在新野县健康路上，“今生有爱”家政
服务公司经理郑月仙，新生活很惬意：“我
家的地也被征收了，我正愁这仨核桃俩枣
的征地款用完以后咋办哩，社区主任建议
我利用我们社区离县人民医院较近、病患

急需家政服务的优势，开一家家政公司，还
帮我联系了郑州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亲自
带我去学习培训，后来我就和丈夫商量投
资经营了现在的公司。如今我的公司有三
十多名重新就业的姐妹，我们这些‘月嫂’

‘宝娘’每个月的工资都在3000到5000多
元。每天下班以后，我们这一帮姐妹们都
还在广场上蹦跶呢。”

芦庄社区地处新野县工业集聚区的边
缘地带，许多人拿到土地补偿款后，被吸引
到了产业集聚区。

“兴隆物业公司”大门内外一天到晚车
水马龙，公司员工见记者来访，无不自豪：“杨
经理又外出谈业务去了，我们下一个订单据
说是80万元呢。我们装卸货物虽然累些，但

也是智能机械化操作，比起过去我们刨红
薯、挖水沟强多了。我们的业务不仅做到了
省外，部分产品通过互联网展示宣传，还辐
射到了阿联酋、韩国和港澳地区。以后我们
再也不会担心子孙后代没饭吃了！”

“博远印刷包装公司”经理刘自雨也很
自豪：“过去咱当农民，只知道麦黄种豆，豆
黄种麦。开始征地时，我还有些想不通，只
怕没地种了饿肚子。看看现在，一个订单
就是上万元、十几万元的收入，世代种地的
农民也成了‘白领’，我们全家都在家门口
上班，人老几辈子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今天
的境况。厂里好多姐妹的孩子都在外地上
大学，将来的厂子交给孩子们来管理，一定
会比现在还红火！”9

近段时间到基层调研，发现许多村子的
农家书屋都是大门紧锁，无人问津。有的村
干部家，报纸堆得满地都是，问村民看过报纸
没，大多都是摇摇头。

这种现象与农民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
知识需求极不相称。笔者认为，出现这种
矛盾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认识不到位，部
分村干部没有认识到农家书屋的作用和意
义，没有用科技文化知识提高村民素质的
意识。二是书屋长期不更新，除了接受捐
赠的书外，基本不会购买新的书籍。三是
没有专业人员管理，钥匙一般都由村干部
保管，而他们平时无暇顾及书屋的事。四
是书籍不合农民的“胃口”，捐赠的书多为
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真正对农民有帮助
的书较少。

为了不让书籍报刊在农村“睡大觉”，笔
者建议：一应在农村大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以趣味竞赛等形式提高农民的阅读兴趣。二
要经常更新图书资源，村镇之间可互换书刊，
形成定期更新、交流图书的渠道。三可投入
一定资金，聘请专业人士担任图书管理员，加
强对农家书屋的日常管理。9 （白全忠）

临近春节，在县城做生意的堂哥格外
忙。堂哥专门从事经营办公耗材和广告装饰
业务。刚入年底，一些单位就不惜用花费税
点的代价，联系堂哥索要“发票”，用来顶抵各
种不能正常报销的开支费用。少的几百元，
多的近万元，无一例外的都是选择符合报销
手续的转账“结算”。

原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不少单位财
务开支限制多了，报销项目审核严格了，超支
的公务招待、礼品及其他一些不符合规定的
开支都无法入账报销。于是，一些单位就联
系像堂哥这样有印刷、维修业务和销售文化
宣传用品的小店，开取符合财务报销规定的
正规税务发票，“完善”佐证业务开支的明细
清单。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堂哥经历的
找发票、转空账事儿的背后，折射出一些单位
的财务监管也太儿戏。这些隐藏的披着“隐
身衣”的“四风”问题，不仅严重违反了八项规
定，更重要的是将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进行
了“变通”“包装”。我深深地感到，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地纠正“四风”，在
一些单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真是一场
输不起也不能输的战斗。9 （刘韬）

□赵琳娜

周末，女儿随朋友去参加某英语机构的新年活动，回来时

带回一只红色的装饰手环，说是每个参加活动的小朋友都

有。女儿略有欣喜，举起一把小小的迷你水枪，说还中了三等

奖。几分钟后，手环和水枪都被放置在了桌子上，不再引起丝

毫的注视。笔者知道，即便扔掉手环，藏起水枪，小朋友亦不

会有所察觉。原因无他，类似这样“不请自来”的东西如今实

在是太容易得到。

好奇地上网查询，手环不贵，几毛钱到一块多的都有，以价

格推论，想必质量大多如笔者手中这只一样，颇多粗糙。这只

粗糙的手环，承载了小商品生产厂家的利润，承载了销售者的

业绩，承载了营销商家的愿望，然而，我们是不是能冷静下来想

一想，这些东西，除了带给孩子片刻的欣喜，还能带来什么？

毫无疑问，廉价的背后肯定是品质的缺失，品质的缺失是

对产品安全性的不能保障。与此同时，过分降低成本的要求

很有可能伴随着对生产过程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的漠视。从使

用者的角度，产品的不合格给孩子的健康带来隐患，而一次又

一次轻松容易地获得这样的廉价产品，势必会让孩子缺失珍

惜物品的意识。

不单单是手环，宣传彩页、促销气球、随便取用的一次性

餐具、各种廉价的赠品……越来越多的“不请自来”涌入我们

的生活，因其渺小，因其廉价，所以常常寿命短暂，不被珍惜。

这边是刚刚递出去，那边就随手一丢进了垃圾桶；这边刚刚打

好气，那边满天乱飞，抓不到就舍弃了；更多的时候我们被所

谓的有赠品更划算冲昏了头脑，盲目消费，总是抱回家放在角

落里任其睡觉蒙尘。

在时下颇为流行的“断舍离”创始人山下英子的论述中，

有人主动囤积这些“不请自来”的杂物，有人被动地保存了这

些“不请自来”的杂物。但是，无一例外，当这些“不请自来”的

杂物越来越多时，我们的居室被侵占，生活被扰乱。淹没其中

的我们，感觉越来越迟钝，不再能体会那种珍惜使用物品的快

乐，也不再能体会那种只与自己需要的、合适的、喜欢的物品

相处的美好。

实际上，有不少人也同山下英子一样，意识到现代城市人

拥有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他们身体力行地倡导“极简

主义”，尽量减少生活中物品的数量；他们倡导“零垃圾”运动，

提倡不制造垃圾，尽量少制造垃圾的生活。

城市“零垃圾”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更是我们每个人应当

为之努力的方向。从拒绝那些“不请自来”的杂物开始吧，拒

绝一双你不需要的一次性筷子，拒绝一个你明明不会使用的

赠品，拒绝那些你转身就会扔掉的传单……你的每一次拒绝，

都是向着“零垃圾”生活的努力；你的每一次拒绝，也必然会使

你的生活更简单更从容，使雾霾更少，环境更美好！9

拒绝“不请自来”

直击现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本靠

种地为生的农民变成了社区居民，身份有

了本质的变化。靠土地征收，这些人手里

也有了数额不等的土地补偿款。

在身份有了变化并拥有一定的资金

后，他们会怎样生活，该怎样生活，这是值

得考虑的。

这些由农民变身为居民的人，在怎样

处理征地款上，有着不同的方式。有的将数

额不小的征地款存进银行，成为一家老小的

生存保障；有的花天酒地，赌博打牌，浑浑

噩噩；有的靠市场引导，在经济大潮中激

流勇进，打拼出一片天地。

那些仍然在困惑中徘徊的人，需得到

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一方面，不能只管发

放土地赔偿补助款，而应该帮助这些人规

划自己的人生，对下一步的生产生活进行

正确适当的引导，用好征地资金的政策扶

持，把他们的短期骤富变成长期收益。

另一方面，需要为他们开拓就业渠道，寻找

就业门路，安全科学合理地“汇聚”征地资金，引

导帮助他们开辟新型产业，为他们找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解除后顾之忧。在搞城镇规划、引

进外资，发展产业时，应多考虑这些因失地变

为城镇居民的人们的生存发展，为新市民转

型留下足够的空间。同时应及时强化他们

的心理疏导与文化浸润，设身处地、实实在

在地去帮助他们尽快从固有的思维方式和

“骤富”喜悦中解脱出来，“扶上马”又“送一

程”，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的生活中。9

新市民需要实实在在的帮扶
——来自新野县的调查

记者的话

扶上马 再送一程

前天，笔者途经郑州南屏路与碧云路十字路口时，发
现碧云路两边绿化带中枯死的杂草里扔着各种颜色的塑
料袋，见笔者拍照，几位市民告诉笔者：这段路绿化带成了
垃圾场，天晴不刮风还好些，遇上刮风天尘土飞扬，垃圾袋
满天飞，整段路大“雾”弥漫，吹得人不敢睁眼。

据了解，这段路修成后，由于绿化和管理跟不上，造成
了今天的“垃圾路”。路西边那一排小房全是非法建筑，都
租给收废品和收杂货的了。希望郑州市相关部门，能够及
时把这段脏路治理好。9 吴贤德 摄

冬闲时节，针对农民朋友的各种科
技培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有的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地方收效
并不明显，不少农民朋友甚至抱怨，科
技工作者在台上高谈阔论，他们在台下
不知所云。

科技培训本是惠农之举，为何在有
的地方收效甚微？究其根源，首先是有
些农业科技培训联系实际不够，没有考
虑广大农民群众的认知能力，语言不通

俗，表达不清楚。最主要的是只追求形
式，满足于“一培了之”，没有相应的“授
后服务”。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是一种实用型
技术，操作性较强，仅靠几天甚至一天
的培训，很多农民难以掌握其要领精
髓，再加上农民文化水平、理解程度等
自身条件的限制，在实际操作时更容易
走样，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指导农业生
产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培训的终极目的在于应用。因
此，在搞好农业科技培训、传授理论
知识的同时，也要深入田间地头，手
把手地教农民群众具体操作。现场
解答农民在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让群众跟着学、照着办。这样有针对
性地开展培训，科技推广才会事半功
倍，群众才能在实践中学习、在应用
中提高。9

（伊一芳）

日前，笔者在安阳农村的道路两旁发现，一些商家为了吸
引消费者眼球，“别出心裁”地把花花绿绿的广告宣传单钉在
了树上。

建设文明城市，需要人人参与，呵护一草一木，要从身
边小事做起。个别商家为了一己私利，伤害树木的做法，应
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及时遏制这种不文明
现象。9 乔光 摄

小广告钉上大树 心疼！

农村科技培训应加强针对性

别让农家书屋
“铁将军把门”

别让“四风”
穿上隐身衣

请治理这条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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