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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照登

□本报记者 刘新平

连续高温，使许多人想方设法找阴
凉。但有这样一些人，为了更多人的生
活方便、出行安全、环境整洁，在高温
下，依然尽心尽责地工作着……

只要你们用气安全，我们
热点也没啥

7月 12日，入伏的第一天，37℃的
高温。虽然开着空调，但正在家准备午
饭的刘先生还是热得汗流浃背。门铃
响起，打开房门，一位穿着浅蓝色工装
的年轻人站在门前，胸前的工卡显示是
燃气公司的。

“我是燃气公司的，检查一下你家
的燃气管道。”年轻人客气地自我介绍。

也许是屋内比外面凉爽些，被让进
屋的年轻人轻轻舒口气，走进厨房，用
仪器对天然气管道的各个接口处、炉
灶、热水器等部位探寻，查找是否有漏
气现象。然后张贴检查标志，并向刘先
生讲述使用天然气的注意事项。

这些工作做完，请刘先生在天然气
检查登记表上签字。

这时候，刘先生发现，年轻人穿的浅
蓝色工装，像刚从水中捞出一般，几乎全
部湿透了，仅剩衣服的下摆处一寸宽的
边还是干的。“这么热的天，还出来检查，
真是辛苦呀！”见年轻人脸上流淌的汗
水，刘先生发自内心地感叹。“这没啥，只
要你们用气安全，我们就不算辛苦。”

年轻人姓郝，这天负责刘先生这一
栋楼的燃气管道检修。由于是老式居民
楼，没有电梯。小郝从一楼到七楼，挨家
挨户敲门、检修，5个门洞，一户都不能落
下。有的居民家里没人，小郝还得加班，
要等家里有人再回来查。

我们舒服了，可路就堵了
连续几天37℃以上的高温，似乎要

将沥青铺就的城市路面烤化。记者骑着
自行车走到郑州市国基路与花园路交叉
口等红灯，听到有人议论：“这才是铁人，
这么热的天，一站就几个小时……”记者
循声望去，见路口旁的商店门口，两个人
正指着路口执勤的交警议论着。

“铁人？你们咋叫他铁人呢？”记者
将自行车搬上人行道，和这两人聊起来。

一卖烟酒的中年妇女像是调侃地
说：“铁人就是没血没肉，一块铁疙瘩，
不怕晒。你看这个警察，天天都在这大
热天里站着，怎么晒也不怕。”

这比喻倒挺形象，放眼望去，路口中
央烈日下的交警，不停地疏导着过往车
辆。这个路口正在修地铁，被施工围挡
遮拦成几块，人行道、非机动车道都被围
了起来。通过路口的非机动车、机动车、
行人全交织在一起，执勤的交警一会儿
指挥机动车，一会儿要劝告和机动车抢
道的行人，还要劝诫骑电瓶车的注意安
全。虽然忙得手脚不停，但又显得井井
有条。天蓝色的警服被汗水浸透，显出
一块块湿斑。

趁这位交警到路边喝水的空儿，记
者走过去和他聊了起来。这位交警叫
李阳，是郑州市交巡警五大队机动中队
的民警。李阳说，这几天太热，出行的
人好像心情都比较烦躁，只要绿灯一
亮，就一股脑地往前涌。没修地铁时还
好一些，现在所有的人车都混在一起，
稍微不留意，马上就会堵车。

“这么毒的太阳，一直得头顶着它，
受得了吗? ”记者看着满脸是汗水的李
阳问。李阳似乎不以为然：“受不了你
可以不干，回家往空调旁一坐，比这舒

服多了。我舒服了，可路口就堵了，一
堵车就不是一个人挨晒了。我不干，总
还得有人干吧。”李阳的话很实际。

“大太阳下直晒，会不会中暑？”听
到这话，李阳指着路口西北角一个银行
大厅说：“看到了吧，我一会儿去，到银
行的卫生间，把湿透的警服拧一拧再穿
上，再用凉水浇浇头就行了。”

话没说完，李阳又跑到路中央，指挥
起来往的车辆、行人。这里的交通实在繁
忙，交警值守在这里，不仅仅被暴晒，还有
刺鼻的烟尘和不绝于耳的汽车轰鸣声。

“要是能下一场雨，就是淋个落汤鸡
也认了。”离开这个路口时，李阳说的那
句玩笑话，一直还在耳边回响着。

农贸市场卫生很重要，受
热挨埋怨是应该的

连续的高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7
月16日，位于郑州市红旗路与经五路交
叉口的四季鲜农贸市场的卷帘门没有
像往常一样打开。门口站着一位身穿
白色制服的人，肩头上的肩章表明这是
一位执法者。

记者像其他居民一样，来到这个农
贸市场买菜。见农贸市场关门，许多居
民感到不解：“好好的菜市场咋关门
了？”“昨天来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让买
菜了？”“大热的天，不让在这买菜，还得
跑老远。”

这些居民，很多就居住在附近，习
惯了到这个农贸市场买菜。见离家近
的农贸市场关门了，很是不爽。

见到居民们这样的反应，站在农贸
市场门口的那位执法人员很是客气：

“对不起，因为这个市场的卫生不合格，
现在是停业整顿，请到其他地方买菜。”

同样的话，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

虽然有的居民不理解，嘴里免不了
要发些牢骚，但这位执法者却依然是笑
脸相迎，嘴里还是客客气气地解释。

记者见状，便和这位同志聊了起
来。他告诉记者，他是郑州市环卫管理
局的，天热，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就更
重要，这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食品安全。

“这么热的天，还得挨埋怨，划得来
么？”记者指着已经被汗水湿透的制服问。

“应该的。”简单的三个字，却包含
着多少辛苦。

臭了我一个，干净一个院
已经是夜里10点了，暑热依然在空

气中弥漫。45岁的老罗开着他的三轮
车，进入郑州市经二路某小区，将放置
在小区内的垃圾箱搬过来，把垃圾倾倒
在车厢内，用铁锨推平，又推着车往下
一个垃圾箱走去。

一位母亲领着自己的孩子散步回
家，刚好路过这辆车，孩子用手捂住鼻
子，嘴里嘟囔着：“好臭！”

老罗笑笑，看看孩子，用手抹一把
脸上的汗，然后继续他的工作。

趁老罗整理垃圾车的机会，记者过
去和他聊起来。

老罗说，他干这一行已经十来年
了，不管天热天冷，都已经习惯了。“这
么热的天，最多的垃圾就是各种瓜果的
皮核，要是不赶紧清理，放一夜那味道
就没法闻。”

“刚才那孩子还没走到车跟前就说
臭，你就不觉得臭？”

“习惯了，再说要是都嫌臭，那这个
院子的垃圾不是就没人拉了？‘臭了我
一个，干净一个院’，你说是吧？”老罗说
完，又抹了把脸上的汗，发动车子往院
外走去。9

我退职之后，仍负责宁陵县政
协的宣传工作，又是宁陵县阳驿乡
的党报通讯员。所以县政协和阳驿
乡每年都给我订《河南日报》《商丘
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纸。

有了这些报纸杂志，我采写新
闻就有了方向，在这些报刊上发表
了文章也能及时保存。

平常，在宁陵县城，当日就能
看到《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农村
版》《商丘日报》等报纸，即使在乡
下，次日也能见到这些报纸。

可最近，由于邮政上的包裹和
物流品增多，县邮政发往各乡镇邮
政所的邮件便以包裹和物流品为
主，反而把报刊迟装迟发迟送，当日
的《河南日报》《商丘日报》等党报党
刊要隔两日才送到乡邮政所。

包裹多，不等于就要报刊投送
让路。邮政部门应该统筹兼顾，做
好最后“一公里”的输运工作，既不
耽误订户及时读报，也不耽误包裹
和物流品及时交货。9

屈效东

□吕晓丽

上周，住建部提出特色小镇三

大培育发展原则：尊重小镇现有格

局、不盲目拆老街区；保持小镇宜

居尺度、不盲目盖高楼；传承小镇

传统文化、不盲目照搬抄袭外来文

化。习总书记“保留乡村风貌，留

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给出

了未来乡村的灵魂气质，住建部则

对乡镇容貌进行了勾勒。

乡村该是什么样子？

前不久，我去南阳山区走亲

戚，发现对岸小村家家住的还是以

前的斜屋顶老房子。有些年头的

小瓦青砖、土坯茅草房出没在本土

杂树间，很是和谐美善。

这个小村没有晋商大院的连

片成城，气势迫人，也没有徽州民

居白墙黑瓦对青绿山水的诗情画

意，它简单、简朴甚至是简陋，但却

是我这个豫南 70 后心中无可替代

的老家样儿：村前有干净的河流，

干净的自家菜园，不高的瓦房草房

被各种植物相拥，生活中的一切就

在房前屋后，入眼皆生动，宁静又

自在。

进村转了一遍，才发现原本也

就八九户人家的小村，现在至少有

一半没住人，院里的草野蛮生长，

门锁锈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小

村会逐步变为废墟直至了无踪迹。

近 10年来，有太多被称为故乡

的小村在大地上销声匿迹，或者是

扒了重盖，面目气质全非。对此，

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任何的可

惜。带着“老家样儿”的干净自然

淳朴小村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同一张面孔的平顶“小洋楼”。

我喜欢这个“落伍”的小村，不

是因为物以稀为贵，而是它千百年

来一草一木构筑的故乡气场和从

乡土中国延续过来的敦厚生活世

界、低矮房屋下的淳朴人心，以及

由土、草、砖、石、木构建的传统绿

色生态房屋，它们合力写出被我深

深认同的家园美。

蒋勋先生在他的《美，是看不

见的竞争力》一书中说，上世纪七

十年代台湾的美浓小村之所以美，

是因为那时的美浓给人感觉是一

个盖完的建筑群，墙砌好了，瓦铺

完了，草也缮好了，斜屋顶就是一

个收尾。哪像城里当时流行的平

房楼房，个个仿佛都有一个很大的

野心，随时可以长高，永远的工地。

想想看啊，能成为故乡世界里

的东西，一定和古朴生活、恒久的

价值与传统、日月星辰牧歌山水等

永恒有关，谁会愿意把自己的家园

和摧枯拉朽日新月异的工地扯在

一起？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

故乡的人回到故乡。人需要一个

可以信赖依托的不变才能有踏实

和存在感。而斜屋顶小瓦房作为

豫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原乃至中国

建筑的传统形态，早已健康存在了

千百年，而且少有改变。

建筑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

现代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住宅、

生活方式同质化进一步加深。城

市在侵略乡村，乡村在模仿城市，

城乡又不分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

似的生活图景。

这种大环境下，传统民居不管

它是多么独特的存在，也没有人必

须在其中“艰难”地生活。有人这

样说。

有道理。但又总觉得哪里不

对。

顺应环境、因地制宜的传统民

居，四合院、地坑院、江南小桥流水

人家、吊脚楼……它们以各自的面

貌形式存活到今天，历经千百年。

究其原因，还不是宜居，还不是拥

有实用和适用的灵魂，积淀着厚厚

的当地生活经验。这些房屋、院落

无不是从当地气候、地理、历史风

俗中一点点长出来的，体现着古老

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

美实在是从实际生活中发展

起来的观念，你越是熟悉某种生

活，越是容易从中看到令人心安神

适的东西。否则，就只有无感与不

适。我时常想，现代人对宜居的评

价标准是不是太单一了，仅以城市

工业文明的视角去衡量判断一切？

在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

烈的今天，村落家园生态存在的重

要性也愈发凸显。这些年，乡村游、

古村落游热度不减就是很好的说

明。令人不解的是，我们一方面跑

到别人的故乡里找故乡，感念老村

的模样儿，一方面又嫌弃着自己家

乡不够“现代”“漂亮”。清一色平顶

“小洋楼”基本是农村新建房屋的不

二选择。没有人愿意耐着性子，去

完善改善依然坚固如城堡的石墙瓦

屋的功能，以适应今天的生活需

要，而是扒掉或直接遗弃了。

可曾想过，被我们随意丢掉轻

视的乡村“老土”，既是浓厚历史传

统的延续，又是祖先传下来的野趣

盎然的生活环境，更是心灵最妥帖

的安放之处以及乡村作为老家样

子的根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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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有这样一些人 乡村该是什么样子

报纸不该给包裹让路

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发展和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与除草的需
要，每年都有大量农药、除草剂销
售到千家万户。可是，很多农民为
图省事，常常把含有药液空瓶和还
有少量粉液的药袋随手抛弃。日
积月累，田间地头、路旁村口、井渠
塘沟等地方丢弃散落不少农药瓶
（袋）。这些含有毒性的瓶（袋）不
仅污染环境，遇到高温多雨天气，
还会随着雨水到处流，给人畜饮水
带来危险，危害植物正常生长。更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散落地面的废
弃有毒瓶（袋），形状各异，色彩斑
斓，极容易引起少年儿童的好奇，
造成误玩、误食。

时下，又已进入秋作物病虫害防
治和除草用药高峰期，建议喷打农
药的农民朋友，把用完的毒瓶毒袋
及时进行深埋等无害化处理。乡镇
和村委干部，也应监督农民朋友安
全用药。同时，农药经销商和生产
厂家在销售农药的时候，也应该把
散落的毒瓶毒袋回收。9 束子生

废弃农药瓶应妥善处理

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天都是凌晨一两点下
班。本来，夜幕中的城市应该是宁静和安谧的，
但肆无忌惮的渣土车却增添了不少喧嚣和杂
乱。这些渣土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不仅遗撒严
重，而且闯红灯、违章调头，毫无规则意识可言。
每每有这样的渣土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就让人胆
战心惊。

渣土运输车辆多是“昼伏夜出”，夜深人静
时，一些渣土车辆就一路狂奔，肆意妄为。既给

行人带来危险，也给环境造成污染。
有些地方对渣土车加强了监管，可收效并不

大。特别是一些没有任何运输手续的“黑车”，
只追求经济效益，讲究“多拉快跑”。

整治渣土车，关键是要形成长效机制，交管
部门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违反禁限规定、超载、
闯红灯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要进行重点查处；交
管、城管、环保部门在高发路段，要设卡严查不符
合规定的渣土车。9 杨修凤

整治渣土车要形成长效机制

6月9日的《河南日报》民声民情版上，刊登
了我写的《取土不能掘路肩》的读者来信，反映
宁逻公路上有人擅自取土的情况。

前日，我又骑车沿宁逻公路去宁陵县城，在
距城两公里处，发现路边原被人挖掘的几处路
肩被人垫平了。

我向路南一拔草的老人询问这几个坑洼是
谁填平的？他往北一指说：你去俺村找乡人大
代表梁志宽吧，好做善事的他近日在这段路肩
上垫了土。

我找到了梁志宽，说起村前公路路肩上被
挖掘的事，他说：“可能是我村或邻村的人急用
土，才干出这不道德的事。我就以人大代表的
身份向村干部建议，利用广播喇叭宣传交通法
规，提高人们的爱路意识，也想尽快把路肩垫
平。恰巧，几日前，我村有户人家扒掉三间破
房，要新盖一所小楼。看他扒下的老房土，碎砖
瓦片无处存放，我就找他去商议，用这些废弃物
来垫大路肩。这位村民同意后，我就在每天早
晨，用架子车搬运碎砖头、烂瓦片，又用老房土
在上面覆盖。村里的小青年见我这位年过半百
的人关心公益事业，也受感动来帮忙。”

就这样，七八处被人挖的坑，被大家齐心协
力填满垫实了。9 屈效东

被挖毁的路肩
修好了

笔者在城里打拼多年，前几年在城里买了房，
把年迈的父母接到城里居住，农村的老宅便成了
闲置房。

近日，笔者回老家，发现像我这样的情况在农
村不在少数。家里老人跟着子女到城里定居，导
致农村房子闲置的情况很普遍。这些闲置农宅已
年久失修，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显得破旧不堪；有
的裂缝遍布，墙体分离，已成了危房。

大量农宅长期闲置，既占用土地资源，又影响
村容村貌，这与我国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政策不
符。此外，因长期无人居住，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

据了解，对于农村的闲置房，如果能够转让或
者有人承租，房主是很愿意的。因此，如何让闲置
的农宅“活”起来、动起来，已成为当下农村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
笔者以为，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把农村

闲置房推向市场，给老房子找个新用途，对解决农
村闲置房是很有益处的。一方面，对村民仍想保
留的闲置房，可通过出租等措施合理利用。比如，
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闲置农宅，将其改建成村里
的棋牌室、图书室、健身房等，丰富村民的文化娱
乐生活；或者引导乡村企业和有条件的农民租赁，
将其改造成农产品加工场地或开办商店等，使其
物尽其用。另一方面，对村民自愿退出的闲置房，
采用流转形式，鼓励有偿转让给本村无房户、贫困
户使用，或者探索由政府给予征收补偿，拆除复垦
为农田。如此一来，既能增加村民财产性收入，还
能释放新一轮的土地红利，使闲置农宅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9 刘予涵

让农村闲置房“活”起来

前些天，笔者途经固始县陈集镇土楼村路段时，发
现该镇至县城公路上，一辆辆运送沙石的大型超长超
载车辆来往穿行在这条公路上，车经过之处，扬起的沙
尘如同大雾，不仅严重污染环境，也给这条公路带来严
重损毁。

当地村民告诉笔者，由于这条公路紧靠淮河岸边，
河床里的沙子成了一些人的“发财之路”。旱季，在河
床里用抽沙机疯狂抽沙，把沙子运送到公路两旁耕地
里堆积起来，汛期不能抽沙，就卖囤积起来的沙。

附近的村民们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不仅不敢
在屋外晾晒衣被等，甚至常年不敢开窗。公路两侧的
树和小草上也布满灰尘。天阴下雨时，被辗轧损毁的
公路路面上，水坑里泥浆四溅。

村民们说，他们曾多次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和反
映，但沙场不见停工，拉沙大车照跑不误。9 吴贤
德 摄

管管横行的超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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