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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郎志慧

好友微信来几张图片，说是“五
一”假期她回泌阳农村老家拍的。

图片拍的是其表哥保全的家。屋
内破旧，还有些凌乱，唯有几乎贴满一
整面墙的奖状整齐、显眼。好友郑重
推荐图片背后的故事。

四十多岁的保全家境不太好，媳
妇身有残疾、行动不便。俗话说，贫贱
夫妻百事哀。然而，夫妻俩的日子却
过得和和美美，有生气、有奔头。亲戚
邻居从来不曾听到保全一家诉说生活
的不易，只见他们每天丢下筢子弄扫
帚，家里地里忙个不停。往往是，保全
这边忙活计，行动不便的媳妇尽最大
能力打下手，夫妻间的同心和关爱就
在那夫唱妇随、齐心协力的默契中。
保全说，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

女。大孩子自觉管教、关爱小的，孩子
们的奖状几乎贴满了一面墙。老师
说，大女儿考上大学没问题，家长只需
准备学费就行了。保全两口子又添了
一份干劲儿。

保全的故事很平常，好友却一再
郑重地推荐。她感动于保全一家人的
那股劲儿：面对困境，不怨天尤人，而
是怀抱梦想，踏实努力。

五月是个充满希望的火热时节，
人们讴歌劳动，赞美生活。生活中有
千千万万个保全。他们身处社会底
层，却不畏艰难，辛苦劳作，坚韧地追
逐着心中的梦想。

保全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的劳
作和梦想仅限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也
值得点赞。如果每个人的小日子都过
得有滋有味了，大家的日子何愁不红
红火火呢？

彝族打工诗人吉克阿优的梦想和
劳作看似矛盾却又顺理成章。朋友圈
有人转发了他的诗作《迟到》：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

鸭毛/我被唤着“鸭头”时遗失了那部

《指路经》/

好 些 年 了 ，村 庄 在 我 离 去 中 老

去/……/

好些年了，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

楼/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父亲

笑呵呵在火塘边抽兰花烟/……/而母

亲笑呵呵在我心里/今夜我要睡在她

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

这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
背景下，一个农民从村庄走向城市，从
城市逃回村庄的心路历程。作者在嘉
兴的羽绒服厂当充绒工，虽然双手被
当作流水线的一部分，却仍然伤怀于
故乡的凋敝，梦萦于故乡的明天。

有人感叹作者身为农民工的文学
素养和文学追求；有人赞叹作者身为
农民工的眼界和情怀。其实，真正应
该检讨的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成见，真
正应该反思的是这种想当然的愚钝。

这些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由于接
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他们抱定“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辛苦劳作，由于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们洒满阳光的
心田自然开出“位卑未敢忘忧国”之花。

贵州遵义老支书黄大发的劳作和

梦想就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为全村修一
道渠，既具体又浪漫。

前不久，《人民日报》要闻版用整
版的篇幅报道了黄大发的事迹。他用
36年的时间，为被层峦叠嶂藏得死死
的村庄修来一道渠，又通了路和电，让
滴水贵如油变成一渠春水流入家家户
户，让天黑孤村闭变成如今村庄的夜
晚如同掉下星星一片，让山深人绝音
变成如今村路与外面的世界紧相连。

文章感叹黄大发修的是遵义的
“红旗渠”。笔者不禁想起了愚公移
山。谁又能说这不是坚忍不拔、不懈
奋斗精神的一脉相传？！

有人曾做过论证，遇到困难怨天
尤人是正常反应。然而，偏偏有那么
多的愚公，他们或许就是你的家人，或
许就是邻居老刘，或许就是同事小李，
他们平凡而不平庸，淡然泰然地用“子
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执着和浪漫书写
出生活强者的动人诗篇。他们不仅眼
前不苟且，而且心中还有诗和远方。
正因为心中有诗和远方，他们活得踏
实，活得有尊严。

点赞。致敬。②40

□本报记者 李俊 宋敏

5月 7日，滑县留固镇程新庄村民
程贡海吃完早餐，一个人骑着电动车
去田里给麦苗浇水。只见他拿出卡片
一刷，清澈的井水从农田的管口快速
涌出，汩汩地流向农田。

“现在机井通了电，每家一张电
卡。我一个人一天都能浇10亩田，别
提多方便了。”望着自家地里长得齐整
的麦穗，程贡海心里美滋滋的。

然而3年前的夏天，程贡海却高兴
不起来。那年麦收之后连续大旱，田地
干枯，秋作物播不进去，都在等着排队
浇水。“别家的玉米苗都长出来了，我家
的地才浇上水，全家人都埋怨我。”

像程贡海一样，程新庄村民对田
地灌溉的期盼由来已久。滑县副县长

赵继芳告诉记者，当地常年降雨偏少，
土壤属于沙土性质，蒸发和下渗的速
度快，“农作物对地下水源灌溉的依赖
程度很高，如果不浇水，基本就是‘靠
天吃饭’了！”

不想“靠天收”，程新庄村开始“自
救”。上世纪60年代，村民们在麦田里
开挖第一口水井。“四五个人推着水车
抗旱，一天不停也浇不了两亩地。”该
村党支部书记程新文说，1968年，大队
购买了一台柴油机，配备一台水泵，开
始用上了柴油机浇地。“五六个人拉着
架子车、摆着水管子，忙活一天也就能
浇两三亩地，费时又费力。”

80年代程新庄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分田到户后，村民集资购买了一台
50千伏安的变压器带 5眼机井，尝试
用上了电灌。“每次浇地都要抓阄，昼

夜不停排队，一轮还得七八天。”村民
程向民回忆说。

“变压器当时是个稀罕物，浇地时
还得专门有人看着，但也只用了两年。”
程新文说，变压器被盗后，村民不得不
继续用柴油机抽水。“干旱的时候，地下
水位下降，机井里根本抽不上水来。”

2002年，程新庄村开始农网改造，
新增1台100千伏安的变压器，但还不
够“解渴”。小麦灌浆的时候，家家户
户都得浇地，而由于超负荷工作，变压
器更是经常跳闸。有时候出故障，一
修就得三四天。

而今，村子周围的52眼机井覆盖
了该村2200多亩耕地，全部实现了刷
卡浇地。该村供电所电工程世威打了
个比方，“一刷卡，可以直接浇院子里的
菜，现在村民种啥作物都不怕干旱了！”

程贡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
地浇一遍水，大概需要5升柴油，30块
钱；现在用电也就是10度电，只需要5
块钱，一年浇七八次的话，一亩地都省
了100多块钱……

灌溉的便利，也让农作物告别“靠
天吃饭”，实现了稳产高产。“以前种小
麦，亩产也就是800多斤，现在农田能
及时灌溉，去年我一亩地打了1200斤
小麦呢。”程新文告诉记者，机井通电
后更多村民外出打工，他流转了 240
多亩耕地，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程新庄一个村，见证了农田灌溉
条件的不断改善。”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发展策划部蒋小亮说，随着机井
通电工程的实施，今年底，全省的平原
地区都会像程新庄村一样，“耕地枕着
水渠睡觉，旱涝保收。”②7

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李
文奇）“俺弟弟走了，可他是因为救人
走的，俺为他感到骄傲！”5月9日，记
者从新乡市公安局东街分局获悉，几
天前在新乡打工的周口商水县固墙
镇李楼村农民李中义，在跳河救人时
不幸遇难。当地公安部门及时调查，
并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最终认定李中
义救人行为为见义勇为。得到消息
后，嫂子许秀花说，这对逝去的李中
义来说是个宽慰。

今年 42岁的李中义，在新乡一
家饭店打零工，在新乡生活已有 20
余年。5月 5日凌晨 3点多，李中义
同往常一样，下班后回住处休息。当
他骑电动车行驶到劳动街劳动桥卫
河北岸附近时，一名老太太拦住他，
称老伴要寻短见，请求他帮忙救人。

李中义随即跟着老太太往前走，
突然从南岸不远处传来一声喊叫，同
时听见“扑通”一声，有人跳河了。李中
义迅速把电动车停在一旁，脱掉外套，
将手机、钱包放到岸边，叮嘱老太太拨

打110报警后，便纵身一跃跳进了卫
河，没想到再也没有上来。3小时后，
李中义的遗体被警方打捞出来。

“好人啊，挺可惜的！”5月 9日，
提起此事，事发地点附近的居民仍惋
惜不已。住在附近的目击者卫先生
说：“卫河下面水深，淤泥也深，3米高
的竹竿插进去都看不到头。他那会
儿肯定是光想着救人了，但凡犹豫一
下，或许就不敢跳进去。”

在朋友和家人眼里，李中义是个
老实人、好人，对人特别热情，虽然自
己境况一般，但很喜欢帮助别人。嫂
子许秀花对记者说，因为家穷，李中
义至今还是单身，老家住的还是几十
年的瓦房。但热心肠的他人缘很
好。李中义生前和同事张玉利一起
工作了 7年。在张玉利看来，“中义
跳河救人，俺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
为他就是个爱帮忙的人。”

据悉，由于水情复杂，跳河的老人
与李中义一起身亡。目前，李中义的
哥哥一家正在新乡处理其后事。③7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孔刚领

“救人啊！救人啊！……”5月 8
日下午3时许，许昌市建安区椹涧乡
时庄桥东颍汝干渠的河水里传出呼
救声。

正在时庄村驻村的扶贫工作队
员、建安区国税局干部常宝强听到呼
救声，发现有一辆三轮车翻入河中，
看到有人在水中挣扎。

“同志们，那边有人落水了，快来
救人！”常宝强拔腿就向事发地点飞
奔。附近一起在时庄扶贫的其他驻
村干部，建安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
张海峰，椹涧乡政府干部石永辉、杨
培民，建安区国税局的娄红伟、邹改
清、王红敬、李国军等闻讯后，带上路
边能抓到的扫帚、绳索、木棍等工具，
迅速奔向河边。

河水中，一个老汉一手托着孙子，
一手拉住河边的杂草，已经精疲力竭。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常宝强一行人奋

不顾身，纵身跳入河中，首先把儿童救
出，交给村民抱到安全地带，几名队员
齐心协力将精疲力竭的老人拉上岸。

“短短10分钟时间，真是惊心动
魄，若不是这些干部抢救及时，后果
不堪设想。”路过此处的村民时小虎
说。落水的老人和孩子都得救了。
看到老人和孩子已经受伤，人们迅速
拨打 120 并把老人和孩子送到医
院。常宝强等一起参与救助的人都
全身湿透，稳下神来后，又和闻讯赶
来的村民一起用皮带、绳子把河中的
三轮车也拉上了岸。

落水老人叫黄国林，是附近的黄
庄村民，当天下午他骑着三轮车带着
自己的小孙子外出，不慎侧翻连人带
车跌进河里。

当人们问及救人者的姓名时，扶
贫队员一个个腼腆起来。石永辉说：

“我们是党和政府派来帮扶的，群众
有难，我们伸出援手是分内的事。”随
后，8名扶贫工作队员便返回到时庄
村扶贫工作岗位。③4

本报讯（记者 高超）记者 5月 9
日从省消防总队获悉，为加强易燃易
爆危险品场所的隐患排查治理，提升
危险品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火灾事
故处置能力，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两
年半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消防安
全综合治理。

据介绍，此次综合治理重点检查
企业是否依法经过消防行政许可，所
处位置是否符合消防安全布局；消防
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是否定期组织
开展防火巡查、检查，消防设施是否
保持完好有效；是否建立健全消防组
织，是否制定灭火救援预案以及定期
组织消防演练。

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消防部
门将依法依规责令限期整改，并提请

政府挂牌督办。对严重危及公共安
全和存在问题久拖不改的企业，要将
其纳入危化品企业黑名单，利用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曝光。

此外，为从源头上堵住“风险”，
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立项阶段，消
防部门将提前介入，在选址、布局等
方面严格把关；对新建、改建、扩建的
易燃易爆危险品企业建设工程，将依
法进行消防设计审核及验收。

在推动危险化学品监管和信息共
享方面，将依托各地安全生产委员会
建立危险化学品大数据库，完善生产、
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企业
单位的基本信息。各级消防部门要督
促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企业成立事故
处置技术组和专职消防队伍，并提供
战时技术支持和处置对策。③6

□本报记者 李凤虎

近年来，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
法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和顽疾。5月8
日，郑州市交警部门再出新招，对非机
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行为录入交通违
法数据库。如果交通违法者用假名，
也会被警务通手机“刷脸”认出。群众
在对交管新招点赞的同时，也对城市
道路综合治理提出建议。

交通违法者被拍照“刷脸”

5月8日10时，在郑州市金水路与
东明路交叉口，一辆逆行的电动车被交
警秦友军拦下。秦友军拿出警务通手
机，输入违法当事人身份证号后，点击

“提取”键，违法当事人的信息和照片立
即弹出。秦友军核对信息后，依次在

“路段代码”“违法地址”“违法路口”“交
通方式”“处罚种类”等选项下进行了勾

选，之后用拍照模式对违法当事人及其
签订的承诺书进行了拍照。

秦友军介绍，以前，整治非机动车
和行人交通违法时，有些违法当事人以
没有携带身份证、忘记身份证号码等为
借口，不报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手
工登记的方式存在较大的管理漏洞。
对此，郑州交警部门依托警务通手机交
通管理模块，研发了非机动车和行人交
通违法的“三教育一采集”APP，执勤交
警通过APP平台，不仅可以现场比对
交通违法者的个人信息，还能够通过拍
照模式的“人脸识别系统”对违法者信
息进行核对，杜绝了以往谎报姓名和身
份证号码的情况。同时，对于多次交通
违法者，警方将录入个人征信系统。

非机动车和行人路权也应保障

一些市民认为，交警部门严管重
罚交通违法行为固然重要，但非机动

车和行人的出行权益同样需要保障。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有时也是迫

不得已，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及人
行道停车，非机动车只能违规在机动
车道上钻来钻去，行人无奈在非机动
车道上行走。”郑州市民张先生认为，
道路设施是公众共用的资源，不是专
门给机动车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也享
有路权。

河南警察学院一位交通管理专家
表示，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在城市道路改造
中，要严禁通过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的方式拓宽机动车道。城市道路交
通建设在解决和扩大机动车路权的同
时，绝不能以牺牲和忽视非机动车和行
人路权为代价。大力发展“慢行交通”，
即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等绿色交
通，相应地控制城市汽车的增量发展，
才是一种城市道路交通可持续发展和
解决堵车问题的有效措施。②8

致敬沉默劳作心怀梦想的人们

治理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郑州出新招

用上APP“刷脸”治顽疾

豫北小村的农田灌溉“发展史”

我省重拳治理易燃易爆场所消防隐患

久拖不改单位将入“黑名单”

8名扶贫工作队员勇救落水儿童和老人，他们说——

帮助群众是分内的事

周口农民工新乡救人不幸遇难
警方已认定其行为属见义勇为

5 月 9日，郑州市属医疗单位
300多名护理人员齐聚绿城广场举
行“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并
现场为市民和患者提供免费咨询、
体检，进行护理指导与操作演示等
健康宣教服务，迎接即将到来的
“5·12”国际护士节。⑨6 张涛 摄

健康服务
迎接国际护士节

5月9日，原阳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安装宣传展板，向广大
农村用户宣传电力安全知识，倡导安全节约用电。⑨6 毛二鹏 摄

点赞河南好人

记者 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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