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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章乡管”
“好心”办了坏事新县民歌，辉煌之中有隐忧

快递服务需要规范新县民歌，捷报频传

2月 8日，与新县文化馆馆长陈世松
一见面，他就高兴地跟记者说起了新县民
歌近期取得的成绩：

2016 年 12 月 11 日，新县民歌作为
反映美丽乡村特色文化节目走进北京人
民大会堂，参加了演出。在第八届全国
村歌大赛中，新县民歌《苏山放歌》获得
多个奖项：“全国村歌大赛十佳村歌”、

“全国村歌大赛好声音”金奖、作词银奖、
作曲银奖。此外，去年新县民歌多次在
国家级艺术演出舞台上亮相并屡获大
奖：在 2016 年全国乡村春节晚会上，新
县民歌《看灯》获“最美乡情奖”、《打儿
窝，一首幸福的歌》获“最美乡音奖”一等
奖；在第七届全国村歌大赛中，新县民歌
《田铺人家》获“十佳村歌奖”，《梦里老家
丁李湾》获“中国十大最美乡愁奖”二等
奖。

据介绍，新县民歌走向全国始于2006
年，当时中央电视台二套在新县举办《重
访大别山》大型演出，新县民歌一经亮相
就引起广泛关注。此后，2010年，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推出16首“新县民歌专辑”，在

“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济之声”、
“华夏之声”（海外台）等频道播出。新县
民歌的影响与日俱增，今天已成为新县的
一张文化名片。

创新式传承急需人才

多年来，新县民歌在全国重要舞台上
获奖的作品大多是陈世松作词、作曲的，
词曲多以新县民歌为基础，加入流行歌
曲、当代歌曲的元素，使古老的新县民歌
更时尚、更有时代气息，因此也受到全国
各地观众的喜爱，在网上也广为流传。

陈世松是新县土生土长、自学成才的
音乐艺术家，他热爱新县民歌，曾长期深
入农村向民间歌手学习、了解、研究本地
原生态民歌，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创作出
几十首新民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新民歌
才让新县民歌得以唱响全国。

但当记者问陈世松“谁来接你的班”
时，他摇了摇头说：“目前还没有。”

陈世松说，他今年64岁了，退休手续
办过已4年了，但因为没有合适的继任者，
他就一直还在干着这份工作。他希望有
一位既热爱新县民歌，又有专业水平和领
导能力的人来接替他，把新县民歌继续发
扬光大。遗憾的是，无论是县委还是他本
人，目前都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

陈世松说，唱响新县民歌需要创新式
传承，这样的人才不能说没有，关键在于
如何引进和培养，应当想办法吸引优秀人
才加入这个队伍。文化馆自身是个穷单
位，没有这个实力，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
力度。

近年来，新县高调推进民歌事业的传
承和发扬，自2010年起，已连续举办了四
届全县民歌汇演(两年一届)。去年6月举
办的民歌大赛，邀请了著名音乐家、《在那
桃花盛开的地方》词作者邬大为，著名音
乐家、《好大一棵树》曲作者伍嘉冀担任评
委。其中的两部作品又参加了后来在人
民大会堂举办的“美丽乡村好声音”明星
演唱会。大赛还特设了优秀传承奖，鼓励
引导年轻人传唱民歌。

此外，新县歌舞团多年来坚持经常性的
公益演出，使新县民歌在当地“不绝于耳”，
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争相传唱新县民歌。

陈世松说，他创作有几十首优秀的新
县民歌，一直未敢放到网上供网民下载欣
赏，倒不是担心版权的事情，主要是因为
没有制作经费进行很好的包装，他怕把好
好的新县民歌给糟蹋了。比如，其中的配
乐，用电子乐器配乐与用真实乐器原声配
乐，听觉效果上有天壤之别。一首歌经专
业配乐包装大约需要5万元，如果再请好
歌手录唱，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寄希
望于有眼光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能与
他合作，共同推出新县新民歌专辑。

原生态民歌亟待保护

虽然更广泛的传唱受到制约，但直到
今天，在民间还有很多人自发地传唱新县
民歌。特别是在新县八里畈镇南冲村，村

民们普遍喜欢唱民歌，干活时唱，做饭时
唱，冬天烤火时唱。每年正月“玩热闹”
时，玩花船、舞狮子等民间娱乐形式中，更
是大家比嗓子的时候，大唱特唱。

但对于原生态民歌的保护，却存在隐
忧。2月 9日，记者在南冲村与几位民间
歌手座谈时发现，能够完整地唱完每一首
当地传统民歌的人并不多，几位优秀的民
间歌手，脑子里装着80首或100多首原生
态民歌，但他们大多年事渐高，如：刘玉珍
和张秀兰均已80多岁，雷全枝和张桂荣均
已 60多岁，刘光梅 56 岁，付宝秀 52 岁。
年轻人当中，能够唱出全部原生态民歌的
人就很难找了。由于年龄关系，老年人的
记忆力会有所下降，忘记歌词或“跑调”的
情况就在所难免，嗓音也不如年轻时那么
响亮、动听，在大批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
的情况下，当地民歌还靠这种口口相传的
方式传承下去已很难维系。令人感到焦
急的是，直到目前，这些原生态的民歌并
没有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加以抢救性的保
护，要不了几年就有逐步失传的危险。

一位民间歌手也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应拿出专项经费，把优秀民间歌手召集起
来，到专业录音棚里进行录音，然后请音
乐专业人士把这些民歌的歌词和曲谱都
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这是宝贵的财富，
无论是为了原生态民歌继续传唱下去，还
是为了供艺术家们学习借鉴，开展这项工
作都是非常必要的。5

信阳民歌于 2008年 6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县民歌作

为信阳民歌的一个杰出代表，近年来屡获国家级大

奖，享誉全国。

记者新春走基层，在新县采访时了解到，新县

民歌在辉煌之中也存在隐忧，如何把这一优秀传统

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宛诗平

据新华网报道，因监管“缺位”，不少地方村委会公章被村干

部装进了“口袋”，由此产生乱盖章、人情章等腐败问题。近日，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乡镇矫枉过正，权力“越位”，“放错位置的村

委会公章”又被“挪了窝”，到了乡镇政府“柜子”里，成为乡镇政

府“代管”的对象，有的长达 5年之久。

一些地方将村委会公章收到乡镇管理，其初衷本是为了规

范农村财务制度，加强乡镇对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防止村干部

乱列乱支，以种种名义和手段侵占集体财产，保护农民群众的权

益。但是，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在是

“好心”办了坏事。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4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

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村财务的管理，显然是村民自治范围内

的事项。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2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

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开一

次，接受村民监督。”而“村章乡管”，就等于变相剥夺了村民的这

一权利，今后再想民主理财更难了，即使公开也会成为走形式。

虽然法律很明确，但由于不少乡镇政府依然迷恋传统的“领

导”模式，依然习惯于将村级权力视为乡镇政府领导下的“村政

府”，因而粗暴干涉村民自治、架空村委会权力的“越权”之举并

不少见。更令人担忧的是，“村章乡管”久而久之会演变成“村账

乡管”，从而破坏正常的农村财务管理秩序，侵害农民的集体利

益，助长基层干部的权力腐败，最终影响农村稳定大局。

尽管一些干部对“村章乡管”的辩解似乎很冠冕堂皇，但在

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这种权力越位、明显违法的做法，不

仅异化了村民自治，更导致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失去监督权，为此

有关方面不能不察。其实，从本质而言，要防止村干部借助公

章、财务等谋私，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村级组

织健全有力、村级公共权力内部完善、激活民主决策监督等机

制，以及当村官腐败发生后，为村民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等渠道

上下功夫，而不是由乡镇政府以行政化手段越俎代庖来实现。

否则，依赖所谓的“村章乡管”，“好心”办了坏事，村民自治就势

必倒退，群众的权力就会被剥夺。5

□李中华 李凤英

来到省会郑州生活，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网上购物方便了。
不过，也遇到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有的快递送货上门时，有门铃
也不观察，啪啪地拍门很吵。

有的快递员让自己下楼取，可往往这边刚通知没有两分钟，
那边就催着咋还没有下楼。难道我会飞吗?最让人不愉快的是
圆通快递和韵达快递。有一次明明没有联系我下楼取，圆通快
递却直接上传物流说我已经签收了，给快递员网上留的电话联
系，他还不高兴！告诉我，他们晚上要给公司报单算工资，货多
等不及签收。但也不能弄虚作假吧！好在经过我的努力，第二
天他给送来了。还有一次，也是圆通公司的这个快递员，我刚到
外地，他打电话让我下楼取快递，我说人在外地，要么先带回去，
明天我就回去了，再给我送。他们每天都会来我们小区的。要
么放在我们楼下小店里，我跟老板联系，让他帮忙签收。没有想
到几个方案快递员都不同意，说不能带来带去太麻烦了；如果放
店里，必须放在他想放的店里，让我再出费用！

我一直都是很尊重快递小哥的，觉得他们风里雨里不容易，
但是偏偏就有个别快递员耍横，没有起码的礼貌。报纸上说现
在快递不验货，不签字，乱抛快件，直接把上面单子一撕，就算作
你本人已经签字了。这样的事，我也经历过。在网上买了一次
水果，明显就是因为他们乱抛引起水果变质的，商家还不赔偿，
说我已经签收了，跟谁讲理？因为回家才能开箱。从此我再也
不在网上买水果了。

我所住的小区比较大，韵达公司设了一个点，收寄都在那
里，虽然方便了，但是人员素质不敢恭维。一次收到短信让下楼
取快递，刚过了几秒钟，那个女收件员就不耐烦了。5

□王静会

提起年货，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鞭炮，不仅仅因为它是每家
每户必备的年货。小时候，因为放鞭炮，我燃着了邻居大爷家的
柴禾垛，又烧到了大爷家的厨房。要不是过大年，我免不了要被
父亲“胖揍”一顿。今年春节，农村老家放鞭炮的少了不少，一些
农户在门前挂起了电子鞭炮作为新年货。原来，今年春节前，邓
州市政府号召大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过个文明、环保年。于
是，一些农户响应政府号召，购买了电子鞭炮。

春节前，构林镇官刘村农民刘新林也购买了一挂电子鞭
炮。老刘给笔者算了一笔账：每年春节、元宵节他要买十余挂鞭
炮，平均每挂20元左右；他买的那挂电子鞭炮238元，价格几乎
与非电子鞭炮相当，但电子鞭炮不仅可以重复使用，还环保，同
时又不失过年氛围。

老刘笑着说：“据我了解，今年光我们村就有20多家购买了
电子鞭炮呢，明年肯定会更多，这个经济账大家都会算。”5

电子鞭炮，这个年货可以有

议论风生议论风生

议论风生连线基层

议论风生社会视点

陈世松说：“新县民歌非常优美动听。” 冬天，南冲村民间歌手经常围坐在火炉旁哼唱民歌。

□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王娟

家住南阳市新野县樊集乡骆庄村的
曹敬先有着8年的大葱种植经验，一家人
依靠种植大葱过上了殷实的生活。2016
年春节，大葱的出地价格一度高达每斤3
元以上，依靠13亩的大葱，老曹收入了近
20万元。尝到了种植大葱的甜头，2016
年秋季，老曹又租了几亩地，将种植面积
扩大到 17亩。然而就在今年 2月 16日，
大葱的地头价却跌至每斤1毛5。面对这
样的价格，老曹不禁有些沮丧。

菜农发愁
葱价跌至一毛五

新野县素有种植大葱的传统，由于沙
土丰厚、土地肥沃，这里出产的钢葱葱白
长口感好耐储存，樊集乡、沙堰镇、城郊乡
等地的菜农都通过蔬菜种植走上了致富
之路，但大葱价格不稳定一直是菜农的一
块心病。

2 月 16 日，记者乘车一进入新野境
内，“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的
招牌便赫然立于道路旁。一辆辆大车正

驶入村庄，收购大葱。当记者来到上庄乡
时，村民们正忙着剥葱、装车。“现在每斤
给种植户1毛 5，加上薅葱每斤7分，和剥
葱装车这些费用，毛葱每斤卖到3毛钱。”
一位村民向记者介绍。

附近的菜农康丰军正在和乡亲们一
起将整车的大葱拉出地头。看着自己家
的10亩大葱，康丰军表情凝重：“去年葱价
每斤卖到3块多，节前也卖到过将近一块，
但那时候我地里湿，没赶上好价钱。现在
价钱一跌再跌，我这葱长得不够直，还粗
细不一，连一毛钱都卖不了。”

据了解，今年新野共种植大葱4万亩
左右，总产量达16万吨。从2016年 11月
份以来，大葱陆续成熟，进入销售季节，去
年12月下旬至今年1月10日，价格上涨，
地头价一度达到每斤9毛，1月 10日至春
节前后，跌至每斤 4毛，之后价格一路下
滑。至目前，该县大葱已销售约 70%左
右。大葱的销售季节将持续到清明前后。

多种因素
导致价格下跌

大葱价格犹如坐上了“过山车”，这对种

植大葱的菜农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5年，大葱供过于求，一度滞销甚至毁于
田间，2016年大葱价格上涨，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仅新野县就新增了一万亩大葱，以樊
集乡为中心，出现了上庄、歪子、沙堰、五星
等几个新的集中产区。然而，之后大葱的价
格却出乎菜农的意料。

对于此次大葱价格的下跌，新野县农业
局副局长王清鹏表示，这是气候、市场等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按常规年份山东等地
的大葱进入12月下旬后已不能持续生长上
市，但今年因暖冬的原因，与我县的大葱上
市期形成了叠加，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另外，全国各类蔬菜进入11月份后
供应量增加，价格持续回落，致使蔬菜经
销商的利润空间缩小，经销商营销蔬菜积
极性降低，市场流通缺乏原动力。”王清鹏
说，“另外受去年大葱价格高涨影响，今年
全县大葱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30%，这
也是大葱销售不畅的原因之一。”

帮助葱农解困
希望更多人关注

据了解，目前新野县已采取了多种措

施，替菜农排忧解难。该县通过媒体和电
商平台，宣传推介新野蔬菜产品，为市场
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寻求客户，扩大
销路。全县已动员蔬菜销售企业、蔬菜专
业合作社、经纪人及有关乡镇、街道办事
处，发挥各自的优势，动用一切力量找市
场、找客户。动员现有蔬菜储存、加工企
业开足马力进行蔬菜收购与加工，尽最大
努力消化产地蔬菜。

记者采访时，樊集乡党委副书记罗
金梅正在田间地头，给群众分析大葱产
销形势，帮助菜农理性应对当前的困境，
尽量把准市场脉搏，找准时机及时销售。

2月16日下午，已有爱心企业联系上
老曹，采购1万斤的大葱，老曹皱紧的眉头
稍稍舒展了。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
注菜农的困难，帮助乡亲们尽可能挽回经
济损失。

求助热线：

如有爱心企业及单位采购大葱，可联
系新野县樊集乡党委副书记罗金梅，电话
13569294889，樊集乡政府李卓淳电话
15893362661，樊 集 乡 政 府 张 恒 电 话
13849719369。②9

大葱价格坐“过山车”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