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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向

前几天，永城市市长下河游

泳的照片在网上热传，有网友质

疑这是作秀。对此，永城市政府

公开回应媒体称：市长下河游泳

实为兑现一年前对污染治理许下

的 承 诺 ，系 正 常 工 作 照 ，并 非 作

秀。同时还表示：“市长游泳后，

身体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河水

的水质已经达到了地表水Ⅲ类标

准，可以下去游泳。”

不知从何时起，公众对一些政

府官员的言行，往往不问青红皂白

就习惯性地质疑，这次也不例外。

何以至此，认真反思，这大抵是由于

一些政府官员出言食言、不讲诚信、

不能兑现承诺的缘故。大家可曾记

得，前几年有一位瑞安籍企业家，出

资 20 万元盛邀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的事。各地网友纷纷跟进，向局长

们发出邀请，遗憾的是无人应邀，环

保局长们要么拒绝下水，要么顾左

右而言他。

如果不下大力气整治污水河，

在这一年内让河水变清，哪来自信

下河游泳？市长下河游泳检测水

质，足以说明河水的污染已得到了

较好的治理，下河游泳对身体没有

危害。说句实话，人的身体并不是

精密的仪器，很难准确地判断出河

水的水质是否真的达标。可是，作

为一市之长，能够率先垂范，敢于担

当，以身作则，信守承诺，亲自下河

游泳，这确实是一种高度自信、强力

证明，极大地彰显了当地政府的公

信力。

当着大庭广众，市长亲自下河

游泳、检测水质的做法，非常类似于

古代商鞅变法时，为了取得人民群

众的信任而做出的“树木立信”。确

实，在当下许多公开场合，有的地方

的一些官员习惯了定目标、作承诺，

但等到了承诺应该兑现之时，却不

记得当初的豪言壮语了。而永城市

的这位市长，却说到做到，不食前

言。毫无疑问，这是在树立党委政

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的威信，努

力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各项

工作的支持。所以，我们不仅不应

对其有任何质疑，而且还应给予肯

定和热烈的掌声。

期望更多的政府官员能够以自

己独特的方式公开兑现承诺，回应

公众的民生关切，不断增强广大人

民群众对各级党委政府的信任，不

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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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下河游泳检测水质，不应质疑

仟佛村何时通水泥路或柏油路

舆情反馈

议论风生议论风生

别用手机打发孩子

近日，去一家饭店吃饭，偶尔
看到老板娘为了让两岁的儿子不
再吵闹，掏出手机并打开一个游
戏给儿子玩。只见小男孩接过手
机后有模有样地玩了起来，再也
不哭闹了。我问老板娘，这么小
就让他玩手机，不怕影响孩子的
健康吗？老板娘笑了笑：“孩子已
经习惯了，我平时都是用这样的方
式哄孩子的。”

为了哄孩子，竟然用手机！殊
不知，当孩子玩手机时，手机屏幕
会对孩子的视力产生不可逆转的
伤害，手机辐射同样会影响孩子的

身体健康。还有，12岁之前是孩子
的语言敏感期，良好的语言学习环
境会对孩子以后的语言学习产生
积极的影响。这期间，如果任由孩
子整日与手机里的游戏为伴，孩子
就会永远错过这一学习语言的最
佳时期。

过多过早地让孩子玩手机，
不仅对孩子健康成长不利，而且
长时间与大人缺少交流，无形之
中也会疏远亲子间的感情。一旦
孩子玩手机玩上了瘾，那就更麻
烦了。3

（徐曙光）

防汛，也须抓小处

每年汛期到来之际，各地、各部
门都非常重视对大江、大河、大渠、
大湖的治理，对小河、小沟、小渠、小
坑塘的整修，却往往因其太小而被
忽略。重视“大”的治理当然是正确
的，但“小”的整修也不可小视。

近年来，随着乡村经济快速发
展，土地变得越来越金贵，惜土如
金的农民为了多打粮、多创收，陆
陆续续填平了田间排水用的排水
沟、地头沟，蓄水用的小坑塘，在上
面种粮、植树、种菜、养殖、盖房，结
果使原来排泄畅通的水利网络被

堵塞了、阻断了。一到汛期就出现
排水不畅，造成长期内涝，导致大
面积的庄稼、树木被活活淹死。

笔者认为，要充分做好防汛工
作，小处也须认真抓。积极动员农
村广大干部群众把村内街道的排
水沟修理好，把田间地头的小河、
小沟、小渠疏通好，保证小沟通大
沟，大沟通小河，小河通大河。只
有这样，才能在暴雨、洪水到来之
时，蓄得住，排得出，从而确保夏秋
防汛安全。3

（卢学波 梁锦学）

范县未来花园小区居民
遭遇烦心事

五里堡办事处
闻过则喜积极整改

7月 29日，本报刊发《管一管这里的
占道经营》一文后，引起郑州市精细化管理
办公室及二七区精细化管理办公室、二七
区五里堡办事处的重视。

五里堡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管
理：立即安排人员对问题进行核实，经查占
道问题发生在早上6点30分前，6点30分
办事处执法人员上班后在该处未发现占道
经营现象。办事处执法人员上班时间提前
到早上6点，对郑大一附院周边进行全面
管控，发现问题及时清理。采取“定人、定
岗、定责”与机动巡查结合的方法，在郑大
一附院立交桥周围、西门和北门等处，设立
4个市容监督岗，动员沿街商户担任监督
员参与整治。同时派 20名执法队员、40
名协管员、3辆执法车对郑大一附院周边
的大学路、金水路、建设东路、棉纺东路、中
原路等主次干道不间断巡查。制定严格的
奖惩和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高执法队员
和协管人员的工作标准。街道督查室不
定期对执法队伍和协管人员工作情况进
行检查，每周对城市管理工作点评通报，
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总结并提
出整改意见，保证工作任务得到有效落
实，形成长效管控机制。3 （吴贤德）

一位老村医的坚守和期盼

□孙建中 摄影报道

村村通水泥路、柏油路，是各级党委、
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向广大农民群众做
出的承诺。对于99%的村庄而言，这个承
诺确实都兑现了，这些村庄的村民早就走
上了水泥路或者柏油路。

可永城市蒋口镇仟佛村通往镇政府
的唯一主干道，至今也没通水泥路或柏油
路。这条路大约有 3.5公里长，一遇下雨
天，路面积水深达20多厘米，泥泞不堪，人
车难行。期望农村公路管理部门别把仟
佛村给遗忘了，早日解决全村 1500多口
人的出行问题！3

来函照登

我们是范县未来花园小区的居民。
未来花园小区位于县城新区黄河路与祥
和路交叉口东南角，建于 2012年 5月，交
房时间为2014年 5月。小区共建有17栋
楼600多套房，已经入住500多户，入住率
早已超过80%。

现在小区居民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入住
已经3年了，房管部门至今没有为小区居民
颁发房权证（现在叫不动产证）；这几年来，
小区内发生数次火灾，由于消防通道不畅
通，导致消防车无法进来；根据小区的效果
图，小区中心位置是一个大花坛，周边配备
有健身设施和休息场所，且小区内的道路四
通八达，而现在的情况是靠着北面有一块特
别大的迎门石，迎门石后面是配电室、物业
办公室、车棚、临时建筑等，原来的大片绿
地已经被占用；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小区
的入住率达到50%以上，就应该供暖，但实
际上到现在暖气也没有通上。另外，小区
还经常停水、停电，电费还是按一度0.68元
收取的，明显高于国家规定的电价。

为此，小区的广大居民们热切呼吁政
府部门给予重视，督促小区开发商尽快解
决这些问题。3

□本报记者 韩春光

孟州市槐树乡刘庄村委会院子的
西北角，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这一
排平房的东头两间是刘庄村卫生所，一
间是诊断室，一间是治疗室。

64岁的老村医陈红铜，就是这个卫
生所的主人，负责为本村及附近村庄的
村民提供医疗服务。除了出诊看病之
外，他天天在这里坐诊。

8月8日，天气炎热。时不时有村民
来这里找陈红铜问诊拿药，他都心平气
和、认真细致地一一倾听、诊断、叮嘱。

卫生所里没人来看病时，陈红铜忙
里偷闲，与记者聊起他的村医生涯，和
他对当前农村医疗事业的期盼。

入行，选择做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 60年代至 70
年代出现的名词，指的是未经正式医疗
训练、生活在农村、仍是农业户口、“半
农半医”的医疗人员。陈红铜年轻时，
入行干的就是赤脚医生。

陈红铜说：“我是槐树乡燕沟村人，
燕沟村与刘庄村相邻。1970年我初中
毕业，在村里算是文化人。回村后，我
喂过牲口，干过饲养员，当过农业技术
员，还当过村团支书。那时人们很穷，
很多人没钱看病，遇到个头疼发热，一
般都不会去医院看，只能自己挨着。除
非是生了大病，才会到十几公里外的县
医院。”

当饲养员时，陈红铜遇到一件事：

村里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持续18天便
秘，时不时发高烧。由于村里没有医
生，没有人能给孩子医治，孩子的家人
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

“我知道兽医是如何给牛、马治
疗便秘的。于是，我就试着找了一
些肥皂水，小心地用给牛、马注射的
针管从肛门给孩子的大肠注进去了
一点。肥皂水润滑，孩子很快就拉
大便了，高烧接着也退了。全家人
对我充满感激。”陈红铜略带兴奋地
回忆说。

自此以后，陈红铜似乎看到了自己
的人身价值和目标所在——当一名农
民需要的好医生。于是，他有空就在民
间搜寻医疗书籍，自学医疗知识。其
实，在那个年代，在广大农村，让许多农
民最羡慕的职业并不是赤脚医生，而是
代课教师。1972年，当村干部向陈红铜
征求意见——是做一名代课教师还是
做一名赤脚医生时，陈红铜毅然决定，
当一名赤脚医生。

坚守，一干就是45年

1972年成了陈红铜的重要人生节
点，那年他才 19岁。他从那时起当村
医，一直干到了现在，一直扎根在农
村。从风华正茂，到年过花甲，跨越了
将近半个世纪。

做村医，出诊是常事，不分昼夜，无
论寒暑。1973年夏的一天深夜，将近凌
晨，天下大雨，泥路湿滑。涧东村的一
位肿瘤患者突然旧病复发，疼痛难忍。

家属拿着手电来请陈红铜去看看，陈红
铜立即备好药箱、提上马灯（带着灯罩
的煤油灯）随其一同步行前往。在过一
个下坡时，他一下子滑进路边的水沟，
弄了一身泥水。给患者看了病回到家，
陈红铜也感冒发烧了。

2005年农历腊月二十二晚上，黄楝
树村一位患者恶心、呕吐不止，家属给
陈红铜打来了电话，陈红铜立即骑上电
动自行车前往诊治。返回诊所的路上，
他骑的电动自行车被一辆大货车挂住，
连人带车被摔出去七八米远。电动自
行车被摔坏了，陈红铜的右胳膊也粉碎
性骨折。至今，他的右胳膊上，还留有
清晰可辨的疤痕。

记者与陈红铜正在聊着，60 多岁
的村民张元荣来卫生所看病。张元荣
说，这两天她老是拉肚子，陈红铜赶忙
用听诊器听诊，又给张元荣把脉，最后
给张元荣开了两盒诺氟沙星，共 6 元
钱。他叮嘱张元荣不要吃油腻、生冷
的食物，多喝白开水，服两天药病自然
就好了。

张元荣走后，陈红铜对记者说：
“今天早晨 5 点 20 分，我就骑电动自
行车到燕沟村出了一次诊。燕沟村一
位 80多岁的老太太，左手虎口处被剐
伤了，我去给她包扎了一下，又给她撇
了一点药，就赶紧回来了。我这一辈
子，到底给多少人看过病，自己还真的
没有认真统计过。依据这几年乡卫生
院给做的统计，我的门诊量包括出诊
量，少的是一年 3000 多人次，多的是
一年 5000 多人次。我 40多年来从医

的心得是：看病一定要细心，切脉一定
要准确，下药一定要对症，不要让老百
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据刘庄村干部介绍，刘庄村卫生所
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刘庄村和燕沟村两
个村的 1000多名村民。可是，由于刘
庄村卫生所的名气比较大，方圆十几
公里的群众都来看病。因为陈红铜除
了是一个全科医生外，尤其擅长治疗
牙痛和口腔溃疡，周边济源市、孟津
县、温县的群众，慕名前来找陈红铜看
病的也不少。

期盼，接班亟须年轻人

陈红铜说，槐树乡总共有 13 个
村，但是目前只有 8个村有卫生所、有
村医。而且迫在眉睫的是，到 2018
年，这 8个村卫生所的 8名村医就有两
三位（包括他本人在内）到 65 岁退休
年龄了。

“由于许多村医普遍年龄偏大，现
在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确实面临着一个
年龄老化、接续断档的问题，亟须年轻
人不断加入到村医的队伍中来。但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村医。
为何？他们嫌农村的条件差、待遇低，
一个村医的收入还抵不上一个农民
工。期望各级政府及医疗卫生管理部
门对此给予足够重视，调查研究，制定
对策，鼓励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来当村
医。让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实现完全覆
盖，让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更加健康发
展。”3

这根电线杆该“退休”了

直击现场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伴
随滚滚而来的“银发浪潮”，如影随
形的还有“银发收割”。“银发收割”
形象地描述了不法分子专门利用各
种欺诈手段，骗取老年人财物的行
为。

生活中老年人被“收割”的案
件数不胜数，小的有轻信街头卖
药卖艺的、购买上门推销产品的，
大的有加盟骗局、传销骗局、中奖
骗局等等。骗子之所以把老年人
当作敛财对象，显然在他们的眼
里，老年人比年轻人容易上当。

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因此有的
失去了房产，有的背上了巨额债
务。遭遇固然让人同情，但老年人
比年轻人容易受骗却值得警惕：一
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记忆力、辨别力下
降，容易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大部
分老人获取社会信息的渠道比较
单一，对骗子的新花样、新伎俩缺
乏足够认知。

要扎紧防骗的篱笆，除了保持
高压严打态势外，更有效的办法还
是多给老年人打防骗“免疫针”。
政府部门和法律机构要多向老年
人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其防范意
识，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作为子
女，应主动承担责任，对家中的老
年人，不仅平时要多提醒，而且还
要教给他们防骗知识，更要在生活
上、情感上多关心老年人，鼓励老
年人多进行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
丰富晚年生活。3

(丁恒情)

多给老年人打防骗“免疫针”

□余西汉 摄影报道

近日，路过洛宁县城中扩南路,发现一根
被高压电线拉成弓形的电线杆被另外两根电
线杆吃力地支撑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
一根带线的主杆已出现裂缝,一根支撑杆被压
断了腿。附近群众说,这种状况有一年多了,
无人过问。看着这三根随时有可能倾倒的电
线杆,过往的群众都有些提心吊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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