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伏特 摄影报道

为防止机动车违法占压或停放，郑州市相关部门在市区一些路段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入口处设
置了隔离桩。尽管此举起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但仍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有人为了把私家车
停在城东路与商城东里交叉路口处的人行道内，竟然对隔离桩动了手脚。这种蓄意毁损、移动隔离桩，
将隔离区视为自家停车场的行为和现象，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3

谁动了人行道上的隔离桩

▲郑州市城东路与商城东里交叉口处的人行道北
端、南端都栽着隔离桩，隔离区内却停着一辆白色汽车

◀原来是有人给隔离桩装了两把锁和链环，需要时
就拿钥匙开锁移开隔离桩，使汽车可以进出隔离区

□杨奔东 摄影报道

太行西路（河阳路至紫荆路
段）和北环路（民主路至普济路
段）是焦作市西北部和北部的两
条主干道，分别只有9米和10米
宽，不仅道路狭窄，而且破损严
重，影响车辆安全行驶和群众安
全出行。特别是太行西路，由于
年久失修，坑洼不平，灰尘较大。
为此，附近的广大市民热切期盼
有关部门将这两条路尽快修一
修。3

这两条路
该修修了

行车困难的太行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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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为我
发放养老金

□本报记者 韩春光

“2015年的一天，我得知封丘县一
位残友因家庭困难，心里想不开，绝食
两天多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封丘。晚上
7点多，妻子用轮椅推着我进了他家的
门，经过 2小时长聊，这位残友终于决
定不再绝食，开始吃饭了。其实，几年
前在我得知自己康复无望、将终生残疾
时，我也干过这样的傻事儿。”

7月11日，记者到郑州市二七区建
中街办事处豫残联盟永安社区志愿者
工作站采访，郑州市海军助残志愿互助
中心（豫残联盟）负责人、下肢高位截瘫
的袁海军，坐在轮椅上向记者讲述起他
如何肢体残疾、战胜自己、自立自强、以
残助残的心路历程。

意外事故导致高位截瘫，
长期治疗不见好转，曾经绝食

袁海军说，他今年43岁，是郑州市
中原区居民。年轻时他卖过烟酒、鞋袜、
布料、办过企业。2011年7月，就在办厂
期间，出了意外事故，导致下肢瘫痪。当
时自己 38 岁，女儿仅 12 岁，儿子才 4
岁。住院期间，妻子刘同枝一直在身旁
伺候，治疗了近9个月，下肢依然没有任
何知觉。

“2012年 3月，我转入医院康复科
治疗。这时我仍然幻想，经过康复治
疗，自己能够站起来。结果一到康复
科，我见这里住着许多病人，有的已在
这儿住两年多了，最短的也在这儿住4
个月了。于是，我的思想就有了波动，
逐渐心灰意冷。天天保守治疗，康复锻
炼，两个多月过去了，身体没有任何好

转。我想，日子要是这样过下去，没有
头儿呀！不能自理，后半生都需要照
顾，太拖累亲人了——尤其是妻子。越
想越觉得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思。不
想活了，我开始绝食。”

袁海军接着说：“现在回想起来，绝食
那种做法确实很傻。但在当时，谁也劝不
了我呀，医生、护士、家人、亲戚、朋友，都
劝不了我。就这样，我整整绝食了两天。”

生命被亲人的爱心唤回，
与其懦弱地死不如坚强地活

谁劝都不行。到了第三天，妻子刘
同枝把女儿、儿子都领到了袁海军的病
床前。

“我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孩子
了！之前，主要是害怕影响两个孩子的
身心健康和生活学习，我和妻子一直瞒
着孩子，没让他们知道我的病情。两个
孩子见到了我，都静静地站着没有和我
说话，一个人拉着我的左手，一个人摸
着我的右手。我儿子手里拿着面包，我
女儿手里拿着牛奶，都用期盼的眼神看
着我……”说到这儿，袁海军显得有些
激动，话语哽咽，眼眶湿润了。

“当时，我心情十分复杂，五味杂
陈，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了。既然不能
改变现实，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吧——尽
管我是残疾的人，但我的家庭却是完美
的。如果我现在走了，实际上是对家庭
不负责任——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孩
子，对不起日夜照顾我的妻子。当然
了，这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就这
样，亲人用爱心把我的生命重新唤了回
来。同时我也在想，与其懦弱地死了，
不如坚强地生活下去，我应该给孩子做

好榜样……”
袁海军在医院又住院治疗一个月，

就放弃了住院治疗，回到了家里。

不能虚度光阴。别人激
励了我，我也要激励别人

“刚回到久别的家，我很兴奋、很开
心。可过了十多天后，我的思想又开始
发生变化了。为啥？孩子每天上学走
了之后，我自己还是天天躺在床上，眼
睛天天看着天花板，心里很空虚。日子
这个样，一天两天还可以，一年两年也
算行，时间长了咋办呀？自己必须做点
事情，不能虚度光阴。”

随后，他在妻子和女儿的帮助下，
在网上注册了一个QQ群——河南残疾
人成员联盟，开始用网络和许多残疾人
交流。到建群两个月的时候，作为群主
的他还在绿城广场组织了一次群友聚
会，总共 200名群友，就来了 70多人。
通过网上交流和这次聚会，他发现许多
残疾人有的比自己生活更不易，有的比
自己意志更坚强。随后有来自河南各
地的残友不断加入，这个群现已拥有成
员 2000多人。通过这个群，大家相互
交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由于有了
事儿干，袁海军增强了生活的信心，日
子也过得不空虚了。

2012年底，澳大利亚的世界残疾人
激励大师力克胡哲，来到郑州市为广大
残疾人朋友做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
力克胡哲天生没有四肢，却把人生活得
非常精彩，这让袁海军的内心受到了无
比的震撼和莫大的激励。于是，2013年
4月，袁海军在我省残疾人中发起成立了
民间公益社团——豫残联盟，并且在网

上开设豫残联盟新浪微博，以激励更多
的残疾人走向自尊、自立、自强。

以残助残，让更多残疾人
走出自闭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2014年 5月，袁海军在郑州市团市
委申请注册了豫残联盟助残志愿服务
中心；当年11月，他又在市民政局申请
注册了郑州市海军助残志愿互助中心。

前一段，袁海军得知固始县桥头村
的两位残友——一位是脑瘫患者，一位
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他们均无法行走，
由于家庭困难而买不起轮椅，7月 9日
给他们捐赠了两辆轮椅。

现在，他的助残志愿服务中心、互
助中心，已经成为引导800多万河南残
疾人以残识残、以残帮残、互帮互助的
公益平台，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残疾
人的重要桥梁，成为爱心企业及爱心人
士帮扶残疾人的爱心纽带！这些年来，
已为残友捐赠 340多辆轮椅，组织 200
多次无障碍出游，给 4000多个残友家
庭提供过生活帮扶。

袁海军说：“当你自怨自艾时，世界
会越来越灰暗；当你决定自助时，整个
社会都准备好了，向你伸出援手。我们
的目标是，引导广大残友走出自闭，走
出家门，融入社会，帮助其走出困境，并
且大力宣传国家对于残疾人的最新帮
扶政策，使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给他
们的关爱和温暖。”

党和政府也给予了袁海军很多荣
誉：如“五星级志愿者”“郑州市十大杰
出青年志愿者”等；郑州市海军助残志
愿互助中心也被评为“郑州市优秀青年
志愿服务集体”。3

一位残疾助残人士的心路历程

我叫刘伟东，原是淅川县滔河乡下
寨村5组村民，我家原户主是我父亲刘文
祥，当时户口本上有我和爱人及子女共5
口人。我父亲于2009年9月28日去世，
随后他的户口被注销。我村于2010年7
月20日全村迁往许昌县蒋李集镇农大试
验场。迁移时，由于村、乡、县在最后一次
审批过程中，没有认真细致调查而导致我
和爱人及子女4人审漏，没有在移民村划
宅基地。现我全家4人一直租房居住，每
年房租费用3500元。

我于 2011 年 8月 25日重新经村、
乡出具证明，在县移民局认可的情况下，
申报在移民村给我家划宅基地。从
2011年到现在，我几乎每月都到县移民
局催问，但得到的回答不是已经申报上
去了，就是正在协商，或再等一等。2017
年4月，我又去县移民局问，县移民局的
有关领导说，已经给许昌那边说好了，让
我去找许昌县移民局。我随后去了两次
许昌县移民局，许昌县移民局的答复是，
这不属于许昌方面的失误。至今，移民
村也没有给我家划宅基地。3

我叫韩有正，今年 70岁了，现住新
乡市自由路铁中院20号楼4单元。因为
有熟练的木工技术，1970年我从农村老
家随着建筑队来到新乡，在郑州铁路局
新乡列车段从事建设工作。由于列车段
的广大干部职工都认可我的人品和技
能，列车段的领导就让我留在列车段一
直做木工，具体工作就是制作列车段使
用的文件柜、办公桌、椅子、凳子和门窗
等，铁路工作人员穿的制服，一年四季都
发给我。

1974年，新乡列车段因为特别需要
木工，与我所在的村委会签订合同，将我
招为临时工，当时我是5级木工。1976
年，新乡列车段为我出具了办理工资手
续的证明，之后逐年与我签订临时工劳
动合同。到2001年，新乡列车段撤销，
整建制并入郑州铁路局郑州客运段。这
时，郑州客运段不再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直到我61岁退休。这之后的多年来，我
多次向单位领导提出办理退休手续，但
却被告知由于领导更换、单位撤并等原
因不好办理。至今，我也没有办理退休
手续，享受不到退休待遇，没有领到一分
钱的退休金。3

何时给我家
划处宅基地

入夏以来,大爷大妈因跳广场
舞与年轻人争抢篮球场、老人暴走
团占据快车道健身等消息频频见
诸媒体。这些冲突所反映的问题,
其实就在于健身场地的紧张。

人民群众有健身的需求，但是
公共健身场地和设施缺失。一方
面对于许多城市的老城区而言，建
设初期的规划不合理，健身场地
少，仅有的健身设施面临着老化、
维护不善等问题；另一面，对于现
代城市而言，公共健身体系建设已
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新考题。

同时，与公共健身场地紧张相
伴的是不同健身人群的冲突。如
大爷大妈因跳广场舞与年轻人抢
占篮球场事件，就是典型的代表。
事实上，类似的状况，在许多城市
不同程度地存在。可见，与人们日
益觉醒的运动意识相比，场地不足
这个最大的矛盾如果解决不好，不

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健身的雅兴，也
会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城市的公共健身场地，不只是
规划问题，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
题。比如，投入巨资修建的大型体
育场馆门可罗雀，而社区居民文化
活动场地却明显不足；许多中小学
体育设施老旧，可却舍得投入巨资
用于修建所谓的体育公园等等。
资源配置不平衡，直接导致了社区
居民健身难，甚至为了争夺健身场
地而大动干戈。

《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明确，到2020年群众体育健身
意识普遍增强，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明显增加，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
锻炼的人数达到7亿，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达到4.35亿。这些数字
从纸上落到地上，首先不可或缺的
就是，将健身场地规划建设管理好，
将健身设施维护好。3（杨玉龙）

□高国春

如今，每逢节假日，或约上好

友，或全家人一起，去住农家屋、品

农家饭、干农家活的城里人越来越

多。前不久，笔者和家人驾车去游

玩，到了一处农家乐，服务人员讲

话生硬，卫生条件也不好。说实

话，找不到宾至如归、到“家”的感

觉，更难以让人“乐”起来。

应当看到，农家乐确实为城里

人提供了好的休闲去处，丰富了城

里人的生活，给城里人带来了许多

乐趣。同时，也给从业的农民朋友

增加了收入，本应该是两全其美的

事。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部分农

家乐存在的问题不少：一是设施跟

不上，只要有个院子、几张桌子就

叫农家乐。二是从业人员素质低，

服务员是一家老小，媳妇女儿齐上

阵。三是卫生条件差，夏天苍蝇满

屋飞，抹布擦完桌子擦盘子。

窃以为，要使农家乐持续发

展，一应规范管理。有关部门应制

定卫生、服务等管理规范标准，加

强对管理服务人员的培训，提升他

们的经营理念，帮助其规范经营；

二应因地制宜。“土”是农家乐的生

命力所在。根据乡村独特条件，应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深入挖掘旅游

产品，丰富休闲项目。三应以人为

本。努力做到“食有特色、住有条

件、游有内容”。唯此，农家乐才能

真正让人“乐”起来。3

近日，笔者趁着暑假回到乡下
的老家。天近傍晚，只见一位家长
正带着十来岁的儿子在门前的河
里学游泳。这位家长说，让儿子学
学游泳，既让孩子掌握了游泳这项
基本的求生技能，也能让孩子过一
个轻松、快乐、充实的暑假。

眼下，在城市里，随着暑假的
来临，许多父母纷纷给孩子找补习
班、辅导班、竞赛班、艺术班，导致
许多孩子不得不整天奔波于这些

“新班级”中。表面上看，孩子在补
习班里，有老师看管，孩子是安全
的。但笔者以为，作为父母，除了
让孩子学习书本知识外，不妨让孩
子去好好地补一补类似于“游泳
课”这样的技能课。

河流、小溪、池塘、水库等地
方是孩子们比较向往的地方。可

是由于许多孩子没有真正掌握必
要的游泳技巧，加之本人缺乏安
全防范意识，又缺少家长的及时
监管，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几乎年
年上演。今年暑假刚开始，各地
中小学生溺水死亡的报道就接踵
而至。

如果仅仅是因为孩子缺乏游
泳技能而丧命于溪流、河水、池塘
之中，那实在是一种不该发生而
发生的悲剧。因此，笔者建议，作
为父母应该鼓励孩子在暑假去学
一学游泳这样的生存技能。一方
面可以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一旦
遇上危险，既可以自救，也可以救
人。另一方面，也可增强体质，培
养孩子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这
对孩子的健康、安全、快乐成长，肯
定是大有裨益的。3 （叶金福）

□郭志钧

前几天，我从附近小区的居民

楼下路过，看到墙角有一只白色塑

料桶，三楼住户的空调冷凝水通过

软管正好滴在桶里。就连空调冷

凝水也不浪费，我从内心里为该住

户的做法点赞。

据了解，一台1.5 匹的空调1小

时产生的冷凝水大概有 0.4升到 0.7

升，一台3匹的中央空调一天约能收

集 60升冷凝水。冷凝水的多少，除

跟空调功率有关外，也跟湿度、温度

有关。目前，我国空调保有量约为5

亿台，如果按使用 100 天、每天 5 小

时、每两小时排水 1升计算，每年产

生的冷凝水约为 1.25 亿吨，数量可

谓惊人。空调冷凝水无毒，显中性，

除了不宜饮用之外，可用于洗衣、浇

花、养鱼、拖地、冲洗厕所等。

近年来，冷凝水回收利用在国

外已经有了长足进展。如美国圣

安东尼奥市政府要求，该市所有新

建商业建筑必须设计排水管道用于

冷凝水的回收。又如缺水的中东国

家巴林，其国际机场每年利用 8700

吨的冷凝水冲洗厕所、洗涤和景观

灌溉等。目前，冷凝水的回收利用

在我国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许多中

央空调的冷凝水被就近排放到污水

或雨水管道中；许多家用空调冷凝

水则随意滴落，不仅容易破坏墙体、

污染路面，还影响行人通行。

因此，不管是为了节约水资源，

还是为了减少扰民，回收利用冷凝水

都很有必要，尤其是在缺水城市和北

方地区。一方面，用户在安装空调

时，可向安装人员提出回收冷凝水的

要求，由安装人员推荐合理的途径。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制定政策，要

求设计单位在设计新建楼房时，统筹

考虑空调冷凝水的利用问题，提前预

设管道，为日后有效回收利用打好基

础。3

农家乐要让人真正“乐”起来

别让健身场地缺失成城市硬伤

暑假不妨给孩子补补游泳课

直击现场

空调冷凝水也应利用起来

议论风生议论风生
社会视点

连线基层

来函照登

●● ●● ●●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1.50元

16│民声民情 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韩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