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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龙湖湿地公园寻厕记 206次热线电话的警示

□本报记者 刘新平

位于郑州市国基路东头的北龙湖湿地
公园，是郑州市区最大、具有自然水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功能的人工湿地。总面积为
16.4 万平方米，其中水面面积 3.88 万平方
米，绿化面积8.65万平方米。

但这个无数人点赞、风光秀美的湿地公
园，也有人吐槽：“这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
方，但就是厕所太少，不方便游客‘方便’。”

确实情况是怎样呢？记者于12月 4日
早晨，专程进行了实地体验。

初冬的北龙湖湿地公园，虽然不见了春
天的姹紫嫣红，也没了夏天的满目苍翠，北
龙湖的雾霭在湖面氤氲，满地金黄色树叶在
清晨的微风中绽放着初冬的自然之美。在
这样的环境中漫步，身心都感觉放松。

也许是周一，这里的人并不多。可是，
公园内蓝色环形骑行路上，还是有戴着头盔
的骑行爱好者骑着赛车从身边疾驰而过。
偶尔也有情侣在湖边卿卿我我。林间小路
上，零散地有人在散步、慢跑。

刚走进公园，一位保洁员就笑着跟记者
打招呼:“你好，大清早就来玩呀。”

记者回应了他:“你好，没有事，过来看
看。”招呼过后，记者便以内急为由，向这位
保洁打听:“请问公厕在哪里？”保洁员停下
手中的活儿：“你解大手还是小手？”

记者不解:“怎么去公厕还分解大手还
是解小手？”

保洁员不好意思地笑笑：“不是那意思，
公厕离这里比较远，要是解小手，树林里、草
地里能解决就行了。”

记者表示要去公厕，保洁员用手指着远
方:“顺这条路一直往前，大约五六百米，就
在路边。”

沿着保洁员指的路，记者顺着蓝色骑行
道往北走了一段路，果然，在路边看到一左
一右两座公厕，看得出这是两座临时建筑。
靠南一侧公厕的门上，贴着张纸条：“维修改

造，暂停使用”。北侧一座公厕打扫得倒是
干干净净。记者刚要进去，保洁员手持一瓶
消毒液提醒；“你最好到南边那个去，这边几
间刚刚消过毒，味道大。”

离开这座厕所，记者沿着公园内弯弯曲
曲的道路，踩着林间的落叶向南而去。

走近湖边，看到几个身穿西装的中年人
在那里谈话。还未靠近他们，就见其中一人
向记者走来打听；“请问哪里有厕所？”这是
外地口音。记者回身给这人指了路，这人嘴
里嘟囔着：“好家伙，上个厕所还要跑那么

远。”便急急地赶过去。
记者和那人的朋友聊起了天。得知在

郑州做管材生意的罗先生邀约河北的客户
过来谈生意。由于合作比较愉快，朋友间又
都厌烦了吃吃喝喝那一套，就想找个地方放
松一下。听人说郑州有个北龙湖湿地公园，
就一大早开车过来，边在湖边散步，边进一
步商量合作细节。

河北的朋友本来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
对这个湿地公园的环境也是赞不绝口。可
就是公园内的厕所，让人略感遗憾。

和罗先生告别，记者向南拐，走向一条
略微上坡的路。路边的指路牌指向凤山。

所谓的山，不过是稍微隆起的土坡，上
面是一片栽上不久的树林，十几个自动喷灌
喷头转着圈向树林喷水。一位绿化工人肩
扛铁锹在林间巡视。记者借口找厕所，向这
位工人问路。

这位工人左右看看：“哎哟，这里离厕所
都不近。”说着，他用手往东指指：“沿着这条
路往东，过了派出所，再往东有个百十米，路
边有个厕所。”接着，他又向记者来的方向

指：“西边大门口也有个厕所，也不近。”
谢过这个工人，记者向东走去，上了一

个高坡。看得出这是一片尚未整理过的荒
地。没脚的荒草间，不时可以看到小孩用的
尿不湿和用过的卫生纸。不远处满是垃圾
的沟里，一些排泄物混杂其间。

绕过这片荒地，继续往前走了段时间，才
到了绿化工人说的派出所。从派出所继续往
东，又行了二三百米，路边有一座公厕。看到
这个厕所，记者感叹一声：“哎呀，这里景色不
错，就是上个厕所太难了。”话音刚落，厕所保
洁员搭上了话：“还有厕所呢，正在建。”

“哪里？”记者问。
“那边，公路边。”
“那边正在建？”记者反问一句。
“是呀，这里的是临时厕所。等那边建

好，这边的厕所拆不拆还不一定呢。”
再往东走，就要出公园，到游客口中的

“鼎字桥”了，记者折返往回走。仔细留意了
一些公园里的指路牌，许多字迹已经脱落，
但没有看到有“公共厕所”或“洗手间”、“卫
生间”字样的标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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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平

郑州市部分路段，包括陇海高架部分快速路通车
后，路灯迟迟不亮，居住在附近的市民不得不常年摸黑
回家，以至于市民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多次。市长热线
工作人员称，市民多次反映该问题，陇海快速路建成通
车到现在，共有 206次记录反映路灯问题。（11月 24日
《河南商报》）

道路的拓宽和改扩建，初衷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

出行条件，理应做得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但却因为善后

工作或者说在某些细节上做得不到位，令群众糟心，就有

违当初建设这些民生工程的初衷了。尤其是群众拨打市

长热线竟达 206次，问题还在那里摆着，就显得有些过分

了。

其实，这些年很多民生工程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

舒适、便捷、轻松了，但也有些民生工程，因为某些方面做

得不是那么到位，使这些民生工程的社会效果打了折扣。

除了部分道路的路灯不亮外，还有供市民游玩的湿

地公园，因公厕数量不足，来游玩的群众需要“方便”时很

不方便。

到了供暖季，在郑州三环以内的老城区，一些小区因

为各种原因，几十年过去了仍没有安装暖气，孩子不得不

披着被子写作业……

诸如此类民生工程，从理论上说，都应该做得尽善尽

美。但在现实中，或许因为规划问题，或许因为资金问

题，或许因为其他因素，工程中有那么些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如果能够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并尽快将这些存在

的问题改正了，相信人民群众是理解并欢迎的。

以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命名的热线电话，在人民群

众眼里，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寄托的是人民群众对政

府的信任，群众有什么难处愿意向其倾诉。即使如热

线工作人员所言，对于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一般的流

程是先登记下来，然后下派到所属相关部门，7 到 15 个

工 作 日 内 由 下 派 相 关 部 门 给 予 回 复 ，然 后 再 告 知 市

民。那么，相关部门的回复是否真实，有没有能够及时

解决的条件，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时，

有没有相关单位和部门互相推诿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

解决呢？这些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也是最希望通过

热线得到答案的。

但仅仅一个路灯不亮的问题，群众在长达两年时间

里，拨打了 206次市长热线还没有解决。对此，群众的感

受是无奈：“给市长热线打了不少电话，每次都说会帮我

们反映，到后来却没有下文。”“打几次没见啥效果，后来

选择了放弃。”表面上看，是群众的无奈，可是这无奈，其

实是人民群众对政府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批评。

对于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其实才是问题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要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表面上

看，仅仅是群众多拨打了几次热线电话，多反映了些民生

工程中存在的不足。但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一些单位和

部门并未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

在心里，他们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距离。而这

距离，除了会使本该完善的民生工程不能得到及时完善

外，更会疏远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其危害将是无

穷的。9

我是一名初三学生家长，我的孩子将
于明年 6月参加中招考试。为了让孩子
考上理想的高中，我想给孩子买些好一点
的参考书。听其他家长介绍，《试题研究》
对孩子成绩提升比较有帮助，我就在学校
附近的一家书店一次性给孩子购买了全
套图书。使用一段时间后，孩子的成绩确
实有所提高，我心里窃喜。

但是一个月后，孩子说看不清黑板，去
医院一查，左右眼近视度数增加了150度。
短时间内近视度数增加如此之大，我原想是
孩子学习时间长，用眼不当所致。最近偶然

发现孩子做作业时，眼睛总是和书本凑得很
近，一问孩子，才知道是因为他使用的《试题
研究》教辅里的字太模糊，重影很多，不好辨
识。我仔细看了书，才发现书里确实很多字
有重影，纸张也特别差，用钢笔写字，墨水都
会洇到背面去。孩子现在都不敢用钢笔。
我就让孩子第二天去学校和同学的书比对
一下，结果孩子回来说我买的是盗版。

这令我讶然，但为时已晚，孩子的视
力已无法挽回。盗版书太坑人了，希望有
关部门加大打击盗版力度，让我孩子的悲
剧不再重演。9 （赵丽）

不能让盗版教辅再害学生了3.

我叫王学义，今年71岁，是延津县胙
城乡袁庄村民。2004年，县里在我村西
边修了一条乡村公路。路修好后，县林业
部门提出道路绿化规划，并提供杨树苗，
让把树苗栽在路两边的耕地里，涉及约30
户村民，这其中有我的21.7亩耕地。

当时的村支书当着群众的面宣布：树
栽在谁家耕地里，就归谁管理，树木归谁
所有，将来收益和村委会二八分成。

2005年，我村村民袁某突然在原栽
树的耕地里补栽树苗。后经询问，才得知
袁某进行了所谓的二次承包。当时就引

起几十户村民的不满，并到乡政府反映情
况。2006年11月，乡政府经过调查，认为
村民们反映属实，认定时任村支书与袁某
所签承包合同未向村民公开，也未经村支
部会议和村委会议研究。为此，乡党委对
时任村支书党内警告处分。

现在，新规划的107国道将从我村西边
经过，需要征用我村部分耕地，并对耕地及
地面附着物，也就是现已成材的树木进行赔
偿。但具体该怎样赔偿，意见有分歧。希望
上级领导部门能派人实地调查，维护我们村
民应得的收益及合理合法的补偿。9

赔偿款究竟该怎么分4.

前几日，笔者去乡下走访，看到不少村口道路两边
垃圾存放点的垃圾堆积如山，已经很久没有清运过，过
往的行人纷纷侧目掩鼻。问及原因，村干部说，由于村
里穷，缴不起垃圾处理费，负责垃圾填埋的垃圾处理
厂，拒绝载有农村垃圾的车辆进入。村里为了环保要
求，只好暂时堆积起来。冬季气温低，异味还不是很
大，一旦等到春暖花开，天气热的时候，蚊虫肆虐、臭气
熏天就麻烦了。

随着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城市居住环境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但在一些农村，特别是贫困村的环境治理
进展却比较缓慢。受资金、自然条件、农民生活习惯等因
素的影响，整治难度还较大，是一项难以一蹴而就的综合
性工程。

让农村居民也享受到优质的生活环境，是广大农民
对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地乡镇人民政府和
村委会要高度重视，筹措安排专项资金，早日解决垃圾围
村问题。9 （李波）

垃圾围村问题不可拖延

本报1月20日以《汝州钟楼
亟待保护》为题，刊发了读者反映
汝州钟楼这一古建筑木质结构腐
朽残断、房檐破损、屋瓦脱落的问
题，呼吁有关部门抢救。

近日，读者致函本报编辑部，
称11月24日再次到汝州钟楼参
观，看到这一古建筑已修缮完工。

目前，汝州市还原了中大街
仿古牌坊，街道门面房统一按古
建筑进行改造，使街道既古色古
香，又干净整洁。古钟楼也已加
固修缮，钟楼周围的部分建筑均
已拆迁。9

前不久，我去省内一景区游玩。这个景区在深山区，
面积很大，方圆有数十平方公里，其最吸引人之处是景区
植被保护得非常好，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素有“天然
氧吧”的美誉。

由于已是初冬，一地的枯枝败叶。我和其他游客顺
着台阶爬山，可是在途中，有游客对景区遍地设置的“严
禁烟火”提示牌视而不见，在行走中或小憩时抽烟。一路
下来，竟碰见好多个这样的烟客。

秋冬季节，这种森林景区是严禁一切明火的，因为
万一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现实生活中，因一个烟
头引发的山林大火并不少见，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往往
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景区内还竖立了很多“严禁烟
火”的警示牌，但个别不自觉的游客就是熟视无睹，我
行我素。

对于这些出游中的不文明行为，景区仅仅“提示”是
不够的，要加强监管，应用制度约束，使他们不敢在景区

“吞云吐雾”。9 （耿宝文）

新的一年就要来到，各种挂历、台历、
日历、农家历等陆续出版上市。近日，我村
一位农民在某集市上买到一本下年度的农
家历，他阅读后现出不满神色，指着书里的
文字说，这书里每页都写着“太岁压祭”“流
年不利”“近日不宜出行”“五鬼东南”“死门
西正”等迷信说法，这哪是一本历书，分明
是在宣传封建迷信，这样的历书让人看了

很不顺心。
人们有了挂历、台历、农家历可知晓日

期、节气等，可用它指导工作、生产和生活，
年历中印上封建迷信内容就改变了出版历
书、历画的初衷，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笔
者希望有关部门加大打击整顿力度，杜绝
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让人民群众能买
到健康、科学的历书、历画。9（屈晓东）

百姓需要健康的年历1.

近日，笔者基层走访时发现，一些农
村小卖部、小超市为图方便，谋求更多利
润，经营业主在经营场所里一边卖百货副
食，一边卖种子化肥，甚至还兼营农药，成
为名副其实的“杂货店”。

化肥容易挥发出有气味的气体，而农
药大多具有毒性，若混同食品摆放，不仅
会给食品带来异味，而且时间长了，会污
染食品，消费者吃了这些有毒食品，会影
响身体健康。

据不少群众反映，由于部分经营业主疏
忽或卫生意识不强，在卖货过程中，常常是
刚拿完农药，紧接着又去拿食品，无形之中
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为了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杜绝伤亡事故发生，笔者建议
有关部门对农村杂货店进行清理整顿，相关
职能部门在给这些商店发放证照时，要严格
审查把关。经营业主更应该提高自身素质，
按照安全卫生标准，合理合法经营，把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9 （任振宇）

农村杂货店管理亟待加强2.

森林景区禁烟
不能仅有“提示”

指路牌上的字迹残缺不全

湿地公园的临时公厕

汝州钟楼已修缮

来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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