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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上亿元 停工近四年

通许一高新校区荒芜一片

□郭志钧

近日，笔者途经郑州市一处游园，
看到园林绿化工人正在往树上悬挂一
种卡片样的东西，于是就好奇地走了过
去，一看究竟。

园林绿化工人说，他们悬挂的这种
东西名叫异色瓢虫卵卡，是用来防治蚜
虫的。原来，异色瓢虫孵化后，从幼虫
到成虫，一生能捕食5000多只蚜虫，是
名副其实的蚜虫天敌。

危害嫩叶、嫩芽，严重时可致树木、
花草、庄稼死亡的蚜虫，居然也有冤家对
头，这让笔者颇感有趣。用天敌来消灭
害虫，这种“以虫治虫”的做法又叫做生
物防治。与传统的喷施农药等化学防治
方法相比，生物防治更环保、可持续，而
且一次施放，多年受益。

据说，最先深谙生物防治方法的是
荷兰人。1967年，一个叫葛伯特的荷
兰人，推出了第一个生物天敌产品。相
比而言，我国生物防治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很快。
据介绍，从2012年起，郑州市的城

市绿化部门便开始进行生物防治试验，
陆续引进了管氏肿腿蜂、捕食螨、草蛉、
瓢虫等来防治树木、花草的害虫，并取
得了较好效果。如嵩山路上的法桐，没
有进行生物防治前，一年要清理干枯枝
三四次，现在则仅需清理一次。

园林绿化工人还告诉笔者，目前尽管
化学防治用的是高效低毒药品，但还是不
受人待见。因此，为了减少对行人的影响，
他们一般在夜间喷药。现如今，每到夜晚
路边便停满了车辆，并不适合喷药。而生
物防治的施放作业，则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专家说，“以虫治虫”只会制约、调节
生物种群，而不会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
界的平衡。当天敌把害虫吃得差不多
时，由于食物来源不足，它们的繁殖能力
自然就会削弱，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所以，在园林虫害防治中，包括在农作
物虫害防治中，除了传统的喷洒农药外，还
是应积极推广生物防治，“以虫治虫”。5

□乔连军

近年来，随着农村车辆的增
多，农村交通安全事故呈上升趋
势。农村交通事故频发，给不少
家庭带来不幸。

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一
是车辆增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农民买车的越来越多。小轿
车、老年代步车不少，尤其是摩托
车、摩托三轮车、电动车几乎家家都
有，甚至一家几辆，加上农用车辆，
真是车多安全隐患多。二是安全意
识淡薄。一些年轻人骑摩托如飞一
般，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处理；一些老
年人骑摩托三轮或电动三轮不按交
通规则走，遇到情况手足无措；一些
小孩骑电动三轮车或电动车，在乡
村道路上横冲直闯，有的十来岁的
孩子骑电动车还带上同伴，遇到情
况根本无法处理。三是缺少交通安
全警示。县城或国道、省道重点十

字路口设有红绿灯，而农村的县道、
乡道、村道很少设红绿灯，一些乡
道、村道的路口连交通安全警示灯
都很少。遇到农作物长高后的季
节，严重影响过往司机的视线，一
旦道路两旁的村道冲出一辆车就
无法躲闪。这是农村发生交通安
全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减少农村交通安全事故，
首先交通部门应在县道、乡道、村
道重要路段、十字路口或集镇上
设置红绿灯，在农村各个村路口
设置交通安全警示灯。其次是对
农民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学校应
经常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交警应经常开展交通安全教育进
农村、进校园活动。再次是加强
农民驾车培训和管理。不仅对农
民开小车进行培训办驾照，对农
民驾驶老年代步车、骑摩托三轮
车、电动三轮车也要进行驾驶培
训，最好办照管理。5

农村交通隐患有待消除

□王树恒

春暖花开，正适宜文化惠民
下乡。搞文艺演出、送书、送电影
等，广大农民是欢迎的。但农民
对文化下乡依然有话要说，总觉
得还缺点什么。

缺点什么呢？有的农民说，
一些文化下乡活动流于形式，来
的时候很热闹，走了之后很冷清，
从中受益很少。有的农民则认
为，一些文化下乡活动不对农民口
味，根本不符合农民的需求。有
些打着文化下乡的旗号，演出的
却是一些低级趣味的节目。而真
正反映农民的生活，宣传农村新
人、新事、新风尚的戏剧、小品、歌
舞等却不多。再如，文化下乡送

书活动所送的书根本不是农民需
要的，书送来了，但大多成了摆设，
甚至过不了多久，便被农民当成废
品给处理掉了。还有的农民希望，
文化下乡前最好能到基层摸摸情
况，特别是搞文艺演出活动的，最
好能将农民身边的人和事编成节
目送下乡，这会让农民觉得实实在
在，贴近生活，有教育意义。

文化下乡其实是一种精神扶
贫，目的为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满足广大农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文化下
乡要接地气，要给农民送去富有
浓郁乡土气息、反映农民真实生
活的文艺作品，让文化下乡活动
起到应有的作用。5

文化下乡要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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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翁韬

日前，有读者向本报反映，投资过
亿元的通许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已
经停工将近四年时间，尚未完工的建
筑面临烂尾危险，资产浪费惊人，让人
痛心。

4月 18日，记者在该校区西大门
口，发现半人高的杂草丛中标有“通许
一高”的校牌清晰可见，但是大门进出
口已经被一堵高墙封死，墙体上还被
喷涂上各种小广告。隔着栅栏，记者
向园区内望去，只见空旷的校园内杂
草丛生，北侧的几栋建筑已经基本完
成，墙体粉刷一新。其他十几栋建筑
大多已经封顶，尚未粉刷，有一些建筑
脚手架还未拆除，锈迹斑斑，未建成的
图书馆旁，一座塔吊孤零零地矗立着。

记者绕行到北校门进入校区内，
偌大的校区荒草丛生，空无一人，部分
施工车辆和设备停放在荒草丛中，锈
迹斑斑。往校区内走，不时惊起土路
两旁草丛中的斑鸠乱飞。

校区内一位看守工地的老人告诉
记者，这个校区已经停工将近四年时
间了，目前只有几名工人在校区内看
守工地，也不清楚什么时候会重新开
工。

采访中，记者碰到附近村庄来校
区内放羊的村民，他告诉记者，这里五
年前开始开工建设，谁知道只干了一
年多，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工了，然后
就一直没有开工。

“听说这个新校区投资超过一亿
元，好多房子还没盖好，经过风吹日晒

三四年，都快沤烂了，看着十分可惜。”
该村民说。

据了解，2011年 8月 9日，通许县
第一高级中学新校正式开工建设，是
通许县委、县政府确定的 2011 年重
点民生工程之一。该项目占地 413
亩，计划总投资 1.8 亿元。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教学楼、实验楼、教师办公
楼、图书信息中心、学生宿舍楼、学生
及教工食堂、体育馆及有关配套设
施，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计划设
置 120个班，可容纳 7800名学生、教
职工576人。

记者在通许县政府官网查询到，
2016年 5月16日，该县教体局出具的
一份关于该校区建设情况的说明中
称，此项目由北京八威众信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承包，郑州市正岩公司承
建。双方在合作建设过程中产生经济
纠纷导致项目停工。县委、县政府正
在积极努力，多方沟通协调，争取使该
项目早日复工。

记者来到通许县教体局采访，该
局办公室一位同志说，新校区建设的
具体情况可以咨询通许一高相关负责
人。

此后，记者电话采访了通许一高
一位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新校区的项
目一直是县政府主导的项目，建设完
工之后移交给县教育局，然后再由县
教育局移交给学校。因此，该校区什
么时候能建设好，什么时候能移交，学
校目前也说不清楚。据他了解，县委、
县政府正在积极协调解决该校区建设
的遗留问题。5

河南日报群工部编辑:
我是项城市永丰镇罗集行政

村刘埠口村村民，去年我代表村民
向贵报反映：我们村村口通往水贾
路这一段路没有实现“村村通”，村
内的道路长期泥坑当道，一直影响
村民出行。

贵报于2016年 12月 6日舆论
关注版“来函照登”以《泥泞路走了
几十年》为题，并配发两幅图片进
行了报道。文章见报后，引起项城
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项城
市永丰镇党委政府积极协调下，很
快争取到项目资金，并在今年清明
节前对道路进行了硬化，治愈了压
在老百姓心里几十年的心病。

在此，我们刘埠口村300余户村
民特向贵报表达谢意，并邀请你们有
机会到我们村做客。5

项城市永丰镇罗集行政村刘
埠口村村民代表

刘磊 李红波 鞠永昶

日前，在禹州市颍河河道上，一小姑娘跑到河滩上玩耍，
不慎陷进了淤泥里，所幸被在河滩边挖莲藕的人及时发现，将
她从淤泥中拉出。每逢周末，很多大人和小孩在颍河河滩玩
耍，河滩上的淤泥形成了不少泥潭，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
人若踩上极易陷进去，非常危险。5 刘晓红 摄影报道

□铁言

《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

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

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同意。”可郑州市区很多住宅小

区里，违法租赁，违法经营，比比

皆是。一些人不经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同意，就擅自住改商。在成

套住宅（不是一楼门面房）里，任

意开设公司、作坊、赌场……有些

是无照经营，有些是注册地址不

在此处，有些直接从事的就是非

法活动。躲在住宅小区里，逃避

公安、工商、税务的监管。

有些经营者毫不顾及楼下居

住有老弱病残，噪音扰了民，还牛

得很。我曾在物业办目睹了一年

轻的违法租赁、非法活动者对一

受害老人的当众呵斥：“你嫌噪音

干扰，你买个别墅搬出去！再嚷

嚷，把家给你封了，门给你焊死！”

物业管理者全都默不作声。物业

管理者对小区里的违法乱象本就

心知肚明，不防范，不排查，不劝

阻，不报告，给违法者提供了生存的

土壤。受害人受不了吗，那你自己

去理论吧。对违法租赁、违法经营，

物业管理者是没有劝阻、报告的权

限和职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成

套住宅是用来居住的。住宅小区

不能成为违法者的避风港！希望

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监管，还居民

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5

住宅小区
不能成为违法者的避风港

议论风生来函照登

议论风生舆情反馈

俺村出行难问题解决了 “以虫治虫”宜推广

河滩玩耍当小心

议论风生社会视点

报社的呼吁帮俺修通了幸福路，解决
了出行难。

□李方向

广州街道路边随处可见的行

道树,总像大伞一般为路人遮阴

蔽日,分外讨人喜欢。然而,炎炎夏

日即将来临之际,天河区细心市民

近日却看到天河南二路、体育西

路、体育西横街上的行道树被连根

挖掉,随即换种上了其他小树苗。

连日来,新快报收到多位天河区市

民爆料,这些热心市民心疼生长了

十几年、几十年的老树被砍伐（4

月 19日《新快报》）。

更换行道树看似小事其实不

小。因为行道树涉及公众的切身

利益，再小的事乘以 13 亿都是大

事。一些地方园林管理部门利用

审批的便捷权擅自更换行道树，

群众意见很大原因也就在这里。

其实群众智慧是无穷的。如果园

林部门在更换行道树前广泛征求

意见，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个局面：

群众也会同意更换现有的行道

树，在新植树木上会选择大一点

的行道树，以尽快形成林荫道。

为此，地方政府应以制度的形式

将更换行道树程序固定下来，对

需要更换街树的除进行审批外，

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必要

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广泛征

求公众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

证，多数公众不同意的不准更换

行道树。否则，不仅会引起民怨，

也会使行道树主管部门更加任

性，造成财政资金浪费甚至造成

腐败。5

更换行道树应多听群众意见

投资过亿元的通许一高新校区停工近四年

一些建筑已经封顶

停工留下的脚手架锈迹斑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