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清明来临之际，成都长松寺公墓推出了一种

新的“互联网+祭祀”方式——微信远程祭祀。用户在

微信公众号上填写寄语，随后寄语可同步到墓地前的

一块大电子屏上滚动显示，以表哀思。（据3月 20日
《成都商报》）

所有人都很清楚，扫墓祭祖，其核心的精神内涵是

缅怀、哀悼、追忆逝去的亲人、先人，以寄托自己的哀

思，扫墓祭祀方式只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并不十分重

要。燃放烟花爆竹、焚烧香烛纸钱、供奉蔬果鲜花等传

统祭祀方式，既浪费社会资源，加重空气污染程度，还

容易引发山林火灾，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存在巨大

的安全隐患，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

清明扫墓祭祀嫁接互联网，只是扫墓祭祀形式的

改变，在传承清明节的内涵上，与传统祭祀并没有本质

性区别。最关键的是，“互联网+祭祀”在寄托人们哀思

的同时，并不会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符合当下低碳生活

意识、绿色生活理念，彰显的是文明新风。而且，对于很

多在外地学习、工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短短的3天清明

假期，并不足以返回老家扫墓祭祀，而“互联网+祭祀”

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达到寄托哀思的目的。综合考

量，“互联网+祭祀”应当点赞，值得推广。6 （何勇）

□本报评论员 刘婵

近日，省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

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

《河南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

案》。按照方案，2017 年年底前河

南将全面建立河长制。会议指出，

建立河长制对加强资源保护、改善

流域生态、推进文明建设都有着重

要意义。

“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

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

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有

人形象地比喻：河长制，就是把“请

领导下河游泳”的邀请对象，从局

长升格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我就是一名自封的河长!”这

是以 2007 年太湖水危机为题材的

电影《河长》中的一句台词，河长制

因此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8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意见》。两个月后，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这标志着河长制正式从

局地走向全国，并纳入江河湖泊保

护的顶层设计之中。

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

十分严峻，一些地区入河湖污染物

排放量居高不下，一些地方侵占河

道、围垦湖泊、非法采砂现象时有

发生，河湖治理面临的问题不容忽

视。就我省而言，继大气污染防治

之后，水污染防治也放大招了——

上个月，我省公布了《河南省辖淮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 (2017~2019 年)》等 九 大 实 施 方

案，全面打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河南横跨海河、黄河、淮河、长

江四大水系,境内 1500 多条河流纵

横交织，流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

上的河流有 493条，推行“河长制”，

实现“河长治”，重要意义毋庸赘

言。贯彻中央精神尽快抓好落实，

我省已明确提出四点意见，即健全

机构，结合河南实际，全面建立省、

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突出

重点，各级河长要着力保护水资

源，防治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修复

水生态；严格监督，建立河长制的

各条河流需按时发布水质状况，公

开接受群众监督，从 2018年起对各

级河长制工作开始考核；加强协

调，省里设立“河长制办公室”，由

省水利厅牵头建立厅际联席会议

制度，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做

好工作。

权责明晰，更要履责有力。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地方党委政府对保护环境责无旁

贷。动真格、办实事、出效益，把用

心良苦的制度设计真正转化为务

实可行的环保行动，这是推动“河

长制”迈向“河长治”的关键。6

□冯军福

“3·15”打假多年，假烟、假酒我

们听过不少，“假课文”又关注过多

少呢？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一篇

名为《校长怒了！还有多少假课文

在侮辱孩子的智商？》的帖子在网上

被广泛热传。帖子对现在正在使用

中的小学课文进行“挑刺”，罗列出

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差错。根据历

史资料，爱迪生小时候的那个年代，

还没有阑尾炎手术，课文《爱迪生救

妈妈》所叙述的相关内容也就根本

不存在；《地震中的父子》一文，讲到

了父亲到学校救助儿子及儿子同学

的故事，但据几位语文老师的考证，

当年的洛杉矶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的凌晨 4 点 31 分。试问，凌晨的学

校，会有学生在教室上课吗？

不容置疑，语文教材中讲的这些

故事，出发点都是好的，意在向学生传

递真善美，打小培养正确的“三观”。

可是，正当孩子们沉浸在恍然大悟、感

人泪下的情绪中时，突然有个人跳出

来说：“这些都是假的！”会不会顿觉童

年被毁，被欺年幼无知呢？

故事当然是好故事，可惜就是

胡编乱造出来的。用一个不诚实的

故事教育学生要诚实做人，这听起

来真的有点讽刺，却客观存在。笔

者小时候也学过一篇《华盛顿和樱

桃树》的课文，可是当后来听说这棵

樱桃树压根儿不存在时，才发现原

来“说谎”的不是华盛顿，而是我们

信了多年的教材课文。

对于教材中出现的常识性差

错，有专家回应说，语文不是历史，

教材可以批评，但不能炒作，甚至

《爱迪生救妈妈》也不是杜撰，而是

有相应来源。但在笔者看来，核心

细节的失实，已经偏离了课文原有

的教育意义。经不起推敲的故事，

就像我们看腻了的网上“心灵鸡

汤”，透支了人们对美好篇文的希

冀。面对网友“挑刺”，教材编选专

家不能避重就轻，急着为差错辩解，

而应及时地对教材进行修改完善。

当然，这不是说小学教材的课

文不能虚构。孩子的心理年龄确实

局限了课文的内容，也的确需要在

教材中融入一些童话色彩。但虚构

要合理区分、自圆其说，不能破绽百

出，让人看笑话。像童话、科幻故

事，虚构情节有助打开孩子们的想

象空间。但涉及那些非虚构类的历

史名人，还是应本着尊重历史事实

的原则来编写。毕竟，网络时代人

们接触信息轻而易举，一本教材的

小小变动，都有几亿人的眼睛在盯

着看呢，如果“真”的底线突破了，讲

出来的故事再好听，还会有人信

吗？6

在江西省靖安、奉新两县交界处的九里岗林场，2008年发现一
座商周古城址，被列入“江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
如今，遗址核心区及古城内城所在地竟成了当地村庄的坟山，遗址
也无省级文保单位“身份”。6 图/王铎

“互联网+”让祭祀更文明

给每条河流一个清澈的承诺
动真格、办实事、出效

益，把用心良苦的制度设

计真正转化为务实可行的

环保行动，这是推动“河长

制”迈向“河长治”的关键。

“假课文”讲不出真道理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手机恶意程序可以做到侵

入用户手机、获取个人短信、通讯录等信息，用户却毫

不知情。然而，这类恶意程序在 QQ 群里，淘宝网上肆

意售卖。即使不会制作，花费 20 元，甚至 5 元就能买

到。还有人专门出售钓鱼网站，以供恶意程序传播。

（据3月21日《南方都市报》）
手机时代，我国手机用户已达 8.7 亿，在巨大的诱

惑面前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手机用户，制造恶意

程序给手机植毒，然后又“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为手

机中毒用户解毒，从中大赚其钱。据有关专家介绍，

当前“手机恶意程序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制作、

传播、诈骗、洗钱，各个环节已近完备。”而且病毒推广

的背后，还有一些“广告联盟”在推波助澜。与淘宝刷

单类似，广告联盟旗下有众多员工，专门下载、安装

App，提升该 App的人气。

手机“植毒链”是危害信息安全的不法行为，必须

坚决尽快铲除。当务之急是加强网络安全保障的顶

层设计，建立并完善多部门综合治理联动机制，打击

网络安全犯罪行为。要打好法律补丁，通过立法形

式，规范软件开发行业有序竞争；要打好技术补丁，通

过技术升级来消除漏洞和后门，要打好监控补丁，管

理部门加强对网络的安全监管和对“恶意程序”的有

效监控，堵塞各种漏洞，依法严厉打击利用“恶意程

序”的不法行为。3 （王恩奎）

铲除手机“植毒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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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已经绘就，实干托起梦想。为了让三洋铁路郏县段早日完工，前身为铁道兵的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项目单位共

克时艰，与当地群众休戚与共，一曲高亢激昂的铁路建设协奏曲在大刘山脚下回荡——

铁道兵精神在大刘山脚下出彩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毛玺玺

3月 20日，在河南禹亳铁路发展
有限公司会议室，郏县政府有关领导
与公司管理层就三洋铁路郏县境内三
期工程的开工准备工作商讨着相关事
宜。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丁国浩诚
恳地说：“为了全县人民的铁路梦，我
们将一如既往竭尽全力为三洋铁路建
设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

“我在外施工 33年，像郏县这么
好的施工环境不多见。”在中国铁建大
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许禹铁路一期
二段工程项目项目经理王世林的话
里，郏县人重信践诺品质展露无遗。

三洋铁路，对郏县而言，意义非
凡。它不仅告别了郏县没有铁路的历
史，更使之成为《中原经济区规划》中
区域性铁路网络和国家“十三五”规划
中全国铁路网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前身为
铁道兵第三师，为了郏县境内工程保
质保量及早完工，中铁建大桥局许禹
铁路一期二段工程项目部在大刘山下
分秒必争、日夜施工；为了梦寐以求的
夙愿早日实现，郏县儿女勠力同心、倾
心服务，为工程顺利施工保驾护航。

分秒必争——
禹郏段重大控制性工作提前贯通

除夕之夜又是万家团圆之时。中
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许禹
铁路一期二段工程的 50多名同志在
瑟瑟寒夜中的施工现场为 63万郏县
人民守岁。为了赶工期，保障工程不
停工，项目部的同志在春节期间轮流
休假。

郏县县委书记韩宏亮等人带着面
粉、食用油、肉等慰问品来了，看望节
日期间依然奋战在施工现场的同志
们。铁路建了 7年，县四大领导班子
逢年过节必到现场看望慰问的习惯也
坚持了7年。

项目经理王世林说：“在这样的环
境中施工，干着来劲儿，如果我们再不

加快施工进度，就愧对郏县人民。”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是世界

500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
中央企业，是集工程施工、勘察设计、
科研咨询、地产开发、现代物流等于一
体的大型工程总承包企业集团。

近70年来，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
集团的建设者们，始终坚守着服从国
家需要、紧随市场变化、永远走在行业
前列的铁军信念，传承着勇于挑战、攻
坚克难、百折不挠的铁军意志，遵守着
严格贯彻统一战略、自觉自律、执行高
效的铁军纪律，保持着南征北战、敢打
敢冲、永不言败的铁军作风，成为国内
一流的建筑企业集团。

世界上最大跨度上承式钢管混凝
土拱桥——沪蓉西高速公路支井河特
大桥、世界上最大跨径钢桁梁柔性拱
桥——厦深铁路榕江特大桥、世界上
海拔最高铁路——青藏铁路标志性工
程巴古朗大桥……这些标志性工程都
留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都镌刻有他
们的光辉名字。

许禹项目是中铁建大桥局在我省
在建的重点工程之一。禹亳铁路郏县
段所经地带多为山岗、丘陵，短短14.8
公里的铁路就需要修建2座特大桥、2
座大桥、1座立交桥、1座长2155米的

隧道和 20座桥涵，其工程量之大、工
序之复杂可想而知。

干一个工程，塑一个形象，留一片
真情。开工以来，项目经理王世林带
领项目部员工克服管理人员少、点多
线长、工期紧张等诸多困难，通过精心
组织和科学安排，以积极主动的工作
态度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制定合
理进度计划，快速推进各项工作，打开
了和谐施工的局面。

面对资金短缺，他们与项目单位
共克时艰。2012年，在国家基建规模
与银行贷款同时急剧收缩、禹亳工程
资金极其紧缺的情况下，中铁建的兄
弟们不等不靠，自筹资金 5000 多万
元，咬着牙关继续干。

面对百姓利益，他们与当地群众
休戚与共。每段工程开工，中铁建的
同志们总是先考虑方便群众的出行和
生产生活，再考虑工程的进度，走小
路、修大路；当地百姓也心系着这帮

“老少爷们”，炎热的夏季，村民们主动
提着水桶给酷暑中奋战的同志们送去
一丝丝“清凉”和“甘甜”。

面对技术难题，他们英勇善战、永
不言败。作为禹郏段重点控制性工
程，安良隧道是单线小断面隧道，全长
2155m，隧道最大埋深 110m，最小埋

深仅 15m。由于地质构造复杂多变，
安全风险极高。面对工期紧，任务重，
项目部合理配备施工人员，采用交叉
施工、工序搭接等措施推进工程实
施。257个日日夜夜的紧张施工，让
项目部以单口月进尺 120-130 米的
进度，提前 18 天将安良隧道顺利贯
通。

打铁还需自身硬，无须扬鞭自奋
蹄。通过开展“大干100天劳动竞赛”
等措施，许禹铁路一期二段工程项目
部先后完成了省道花程线禹亳铁路立
交桥、禹州至安良郏县客货两用站及
其铺轨、安良隧道等工程，多次获得全
线优秀施工单位的殊荣。

倾心服务——
“四零”承诺排除一切干扰

蓝图已经绘就，实干托起梦想。
郏县人民与工程项目部一起撸起袖子
加油干、甩开膀子加快赶。

郏县县委、县政府对铁路建设真
关心、真支持，将其视作自己的事，而
不仅仅是企业和项目方的事，为施工
单位提供“零接触”“零成本”“零案件”

“零困难”等“四零”服务。
为避免施工单位与群众直接接触

产生矛盾纠纷，县、镇、村三级均成立
铁路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处理铁
路建设中所有群众的意见、问题。

为方便快速办理铁路建设所涉及
的行政事业性服务项目，各职能单位
严禁接受项目业主或施工单位的宴
请、补助，并且随叫随到，无偿服务。

为协助施工单位搞好安全防范工
作，县公安局抽调 10多名民警，在铁
路建设沿线实施24小时治安巡逻，把
各种不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为扫除施工过程中的一切困难，
县里指派两名科级干部，对郏县两个
施工标段的施工单位实施“一对一”

“保姆式”全程服务。
…………
一些动人的场景时常在王世林脑

海里徘徊，当他们在施工过程中不小
心挖断当地百姓吃水井的水源时，是
郏县政府出资打了一眼井，避免了群
众与他们的冲突；当半夜混凝土运输
车被一个村子里道路上堆积的建房沙
石挡住时，是指挥部以闪电的速度赶
到现场协调解决，避免了工期的延误。

“像这样感人的事情很多很多。
郏县为什么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就
是要排除一切干扰，希望早点圆了铁
路梦。”王世林说。

戮力同心——
决不错失“圆梦”的历史机遇

郏县上下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决不
能让铁路建设的历史机遇从手中失去！

抢抓机遇，举全县之力拼上去。
县四大领导班子和县铁路工程建设指
挥部定期召集相关单位安排部署工
作，协调解决问题，千方百计推进铁路
加快建设。

为保障工程能够顺利开工，县铁
路建设指挥部与沿线镇村签订了《征
迁工作责任书》。隆冬时节，天寒地
冻，县、镇、村的 200多名干部职工顶
着寒风、踏着积雪，披星戴月奋战在
14.8公里的禹亳铁路“郏县段”的规划
线上。

前面，测量组翻山涉溪，用冻裂

的双手测量着征地边界和占地情
况。后面，地面附属物清点小组就把
需要清理的附属物逐一登记，落实到
户。随后，清理组的同志们带着农
户、开着机械，当即对地面附属物进
行清理。

他们有的喉咙喊哑了，手冻裂了，
但无一人叫苦，无一人叫累，更无一人
请假。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铁路建设
需征用的 1100多亩土地上的所有房
屋、院墙、树木、坟茔等全部清理完毕，
其补偿赔偿也兑现完毕。

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人
民群众也真心拥护、倾力支持。安良
镇赵楼村村民赵国上有老、下有小，妻
子残疾，靠着打工挣来的钱，在家里刚
刚盖了 4间平房。但因铁路建设，盖
好不到4个月的新房就要被拆掉。当
工作人员来到赵国家，需要上屋顶放
线测量时，赵国的妻子却说：“屋里有
梯子，你们拿出来用吧。”而对于赔偿
的事，两口子只字未提。

“建铁路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好事，而且政府在规划铁路建设中已
经充分考虑了群众的利益，我们没理
由不支持。”赵国说的不假。

在郏县段铁路规划中，当地政府
围绕“尽量避开学校、少占耕地、减少
拆迁”和“政府宁可多费事、多投资，也
要让群众少麻烦”的原则进行。赵国
家新盖的房子之所以被征拆，就是为
了避免拆掉村里的小学。而原本途经
黄道莲花山社区的设计方案由沿线开
挖改为地下隧道通过，也是为了保住
这个 2015 年年底刚刚落地的“新生
儿”，即使成本因此增加了 5000多万
元也毫不犹豫、在所不惜。

“一路走来，我们收获太多的感
动。让郏县人民早日实现铁路梦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再接再
厉，加快推进建设，确保三洋铁路于
2019年年底在郏县境内全县贯通，为
郏县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
城镇提供有力支撑。”王世林的话掷地
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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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155m的郏县段安良隧道
◀三洋铁路走向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