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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五一”了，又要回家看望我
80多岁的老娘，心里一下兴奋起来。
可想起每次回家的情景，又不禁增添
了几丝惆怅。

还记得前一段清明回家给父亲
上坟，当来到离家不远的乡村道路交
叉口时，被南来北往的车辆堵在了中
间，往前走不动，往后退不回，急得我
捶胸顿足又无可奈何。直到太阳偏
西的时候，车流才缓缓挪动。进了家
门，桌上饭菜早已没了热气。

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
佳节回家时，乡镇车辆密集的交叉
路口，经常会堵得一塌糊涂。急于
回家和母亲团聚的我，到了门口，进
不了家门。弄得人心神不宁，焦躁

不安。
如今，农村富裕了，像城里人一

样，很多人家都有小轿车。每年一到
重大节日，生活在外的人们归心似
箭，在拥挤不堪的乡道上，都会出现
将孝心堵在路上的画面，让那些回家
的儿女苦不堪言。更有路怒症者左
冲右挤，撞车追尾，甚至由动口到动
手，使交通秩序更加混乱。

因此，建议交通部门每到传统节
日，加大警力投入，疏通乡村要道，加
强交通管理，让那些回家的人们一路
畅通。也希望司机朋友们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别让自己的父母坐在门外
望眼欲穿，盼得心凉。5

（王之双）

某村有一农户要盖小楼，把扒旧
屋一事承包给邻村一扒房队。这个
施工队在扒房时无任何防范措施，在
水泥板卸下一半时，房前突出的几块
板因失重轰然倒塌，使一打工者受砸
身亡。

某村一商店无证经营烟花爆竹，
张姓店主不注意安全措施，清明节那
天买货者颇多，他为顾客试放烟花爆
竹时，不慎引起炮摊子着火，数十盘
爆竹响起来，还引燃了其他货物，虽
然房子没着火，可物品损失了近万
元。

电是能源又是“老虎”，使用电力
抗旱浇田是农民常干的工作，在这一
生产过程中更需要执行安全措施。
某村一位乔姓农民浇田时竟用湿手
启动电闸，遭到电击，被击倒、摔伤。

由于一些农民安全生产意识淡
薄，在一些农事生产中不注重采取防
范措施，险事就不断发生。希望公
安、消防、安检、交通、电业部门把安
全生产工作重心下移，多向农民开展
安全教育，以提高农民安全防范意
识，减少各类事故的发生。5

（阳驿）

一位朋友到某单位办事，发
现办公室的门大都关闭着，敲了
半天里面才有人应，有的甚至连
指示牌也没有。朋友感慨，到这
样的单位办事连门都不好找！

“连门都不好找”的感慨，暴
露出有的部门和单位依然存在着
衙门作风。办公室顾名思义就是
办公的场所，是为老百姓办事的
地方，就应该敞开大门接待群众，
方便群众咨询办事。而有的工作
人员一到办公室就关上了大门，
办事群众不便，心理上也多了一
层隔阂。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任河
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在县城大街

上摆开桌子，与群众交流，直接听
取群众意见，彰显了领导干部的
为民风范，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密切了干群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国家进一步制定完善了
许多便民利民措施，坚决防止“四
风”问题反弹。作为国家机关公
职人员，必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
勤务员，是为人民办事的，理应不
折不扣地执行。办公室的门是关
还是开，不仅照鉴着为民态度，而
且也一定程度地反映着工作作
风。5

（陈健）

笔者发现，一些人对公共健身器
材爱护不够。一些住户把健身器材
当作私人之物利用，如晾晒衣服被褥
和干菜粮食之类的东西。还有人在
健身器材下面临时堆放杂物什么的，
使一些要锻炼的人不好意思开口得
罪人，只好悻悻离去。一些人牵犬带
子到健身场所玩耍，任由小狗在健身
广场上撒尿，任由孩子们不按照规则

毁坏性地摆弄健身器材。
种种原因，导致一些活动场所

的健身器材有的不到一两年就损毁
得“肢体”不全，甚至面目全非。笔
者建议有关部门对居民加强教育，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健身
场所和器材，发挥好健身器材的作
用。同时，居民也应该自觉加强公
德意识。5 （张会丽）

□刘剑飞

据《云南日报》报道：4 月 23 日，

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拯救老屋行

动”整县推进项目启动暨开工仪式

举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云南省

文化厅、文物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仪式。

“拯救老屋行动”整县推进项目

是由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资助，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全程管理的传统村

落保护公益项目。这一行动不仅是

对乡村老屋的拯救和保护，也体现了

可贵的文化担当。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星罗

棋布的乡村老屋，建筑独特，设计巧

妙，风貌古朴，颇具文化内涵，既凝聚

着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汗水，也是中华

文明和智慧的展现，不仅对研究当时

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对

研究建筑发展和艺术水平也有着不

可忽略的价值。

乡村老屋，不只是建筑遗迹，更

是文化财富。拯救老屋，是对传统文

化和民族文明的发掘和保护。乡村

老屋，是历史的记忆和见证。很多人

祖祖辈辈就是在这些老屋中成长起

来的，对老屋充满感情，拯救老屋不

仅是对历史的保护，也是为了留住乡

愁、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

一些乡村老屋没有得到及时的修缮

和保护，破败不堪，不仅存在着巨大

的安全隐患，也严重影响着历史文化

的传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一些

人对老屋缺乏保护意识，不懂得老

屋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导

致老屋任凭风吹雨打、风剥雨蚀，自

然损毁严重；另一方面，缺乏资金支

持 ，使 保 护 老 屋 沦 为 空 谈 ；再 一 方

面，缺乏组织和领导。确实，拯救和

保护老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

要有人牵头，有人组织，有机构，有

制度，有标准，有规范，只有这样才

能办成事。

如今，针对乡村老屋采取拯救行

动，无疑解决了这些难题。这不仅是

对老屋的及时保护，也是对历史文化

的打捞，更彰显出历史责任和文化担

当。5

时下,很多寄宿制中小学校只顾
忙于教学质量的管理，而忽视了学生
寝室卫生管理。

很多寄宿制学校在安排住校生
时，大多为上下铺。这样做，容易导
致通风不良，光照不足。加上长期不
消毒，学生自带被褥一学期也不换一
次，既不拆洗，又不晾晒，致使疥螨、
虱子、跳蚤和病菌大量繁殖，造成中
小学生住校生皮肤病、红眼病等发
生，且互相传染。

笔者对某市住宿制学校走访了
解到，很多中小学校住校学生不同程
度地患有皮肤病、红眼病等，已占住

校生总数25%以上,而私立学校则是
重灾区。患病学生，轻者表现为低
烧，食欲不佳，精神萎靡不振；重者，
请假离校，回家治疗，耽误几天甚至
一周的学习。有的父母还要从千里
之外回家陪护，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
习和身心健康。

阳春季节，天气渐热，也是病毒、
细菌和各种传染病高发期。为了住
校学生身心健康，有关部门和基层学
校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改善学
生集体宿舍卫生条件，给学生创造一
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5

（束子生）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走进“以孝治家”大食堂

在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的杨善
庙，有个“以孝治家”大食堂，每逢周六
中午，村里的年轻人都要把老人们请
过去“搓一顿”，以尽孝心。

4月 20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这
个大食堂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老人陆
续走进餐厅。厨房里，几位身穿“以孝
治家”红马甲的义工正在忙碌着，包好
的饺子排放在几块大案板上。

村干部杨献礼打开投影设备，为
已赶来的老人们放映戏剧影片，喇叭
里传出响亮的唱腔，嗓门大得整个村
子都能听得到。

老人们有的是自己走着过来的，
有的是坐轮椅被人推过来的，还有的
是由年轻人搀扶着进来的。他们从各
自的家里来到这个热闹的大集体，在
聊天、看戏中等待着开饭，气氛十分融
洽。

将近 12时，近 30位老人已到齐。
隔壁“爱心茶馆”的工作人员提着手提
袋进来了，他们每周六中午这个时间
都会为老人们免费送上点心和水果等
佐餐食品。接着，热气腾腾的水饺也
端上来了，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杨献礼说，这个“以孝治家”大食堂
利用政府投资兴建的文化活动中心作
为活动场所，去年8月25日开始运转，
每周六为本村70岁以上以及有特殊困
难的老人提供一次免费午餐，每顿四菜
一汤，或水饺、面条等家常饭菜，工作人
员全部是村里的义工义务劳动，餐费全
部来自本村年轻人自愿捐款。每餐费
用200元左右，目前报名自愿负担餐费
的已达80多人，三年也吃不完呢！

大食堂给村风带来新变化

杨献礼说，杨善庙村民组有 350
多口人，70岁以上老人28人、65岁以
上老人 39人，共 87户人家，其中在县

城居住的有近30户。过去，村民们各
忙各的，由于长期彼此来往较少，乡情
有所淡薄。但是，随着大食堂的开张
和运转，全村人渐渐聚拢到一起了。
在本村的微信群里，大家争着捐款，七
嘴八舌地讨论怎样把食堂办好，聊着
聊着，小时候那种浓浓的乡情又回来
了。大家争相为老人们尽一份孝心，
留在村里的多出力，在外做生意或务
工的多出钱。长年在外的村民回来的
次数变多了，乡亲们之间的关系更融
洽了，经常三五成群地相约“一起聚
聚”。“以孝治家”大食堂成了村民们相
互交流、增进感情的平台。

杨献礼说，大食堂开张不到一年
时间，就给村风带来很大变化。不仅
年轻人更懂得孝顺老人了，而且婆媳
关系、邻里关系也更和谐了。有一对
婆媳都是老人，儿媳今年70多岁，婆婆
今年90多岁，年轻时二人结下了怨，分
开生活、互不说话，这个疙瘩一结就是
50年。大食堂开张后，二人同到食堂
吃饭。儿媳看到年轻人如此孝顺老
人，心里颇受震动，她主动找婆婆说
话，并把婆婆接到自己身边，共同生
活，结了50年的疙瘩就此解开了。邻

里之间，互帮互让的事情多得数不清。
记者了解到，为了把这种“孝善”

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该村还在每周
日下午组织本村学生，到“乡村书院”
接受“孝善”文化教育，由天元中学老
师授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弟子规》
《三字经》等。

杨献礼说，很多孩子通过学习，加
上耳濡目染，也变得懂事了，主动帮父
母做家务，有的还给父母洗脚。

“孝善”文化凝聚起一村之魂

据了解，杨善庙“以孝治家”大食
堂开办后，良好的社会效应受到广泛
好评，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在郭土楼村，其他几个村民组也被带
动起来了，他们已经收到了捐款并成
立了义工队伍，目前正在解决活动场
所的问题，预计另外几个“以孝治家”
大食堂很快也会开起来。“孝善”文化
正凝聚起一村之魂。

说起“以孝治家”大食堂及“孝善”
文化在郭土楼村落地生根的由来，就
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郭土楼村
党支部书记杨新文。

今年45岁的杨新文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已有15个年头。十几年来，杨新
文一直与其他村干部一道，为郭土楼
村的脱贫致富奔走操劳。近年来，郭
土楼村逐渐确立并走上了发展乡村旅
游的脱贫致富之路。

但是，家庭不和睦、婆媳不和、邻
里不和的事情时有发生。加上人心涣
散，失去了传统的孝善美德。正当杨
新文为此事感到迷茫之时，无意中他
接触到“以孝治家”行动。

“以孝治家”行动是由民间人士发
起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以
孝治家”化为百姓的行动。该行动得
到了许多革命前辈和退休老干部的大
力支持。

杨新文很快与“以孝治家”领导小
组有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主动申
请成为“以孝治家”的试点单位。

“以孝治家”体系引入后，他先后
给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开了十几次会
议，用各种事例让群众明白“以孝治
家”给家庭、社会、国家带来的实际效
应。在他的推广宣传下，村民逐渐接
受并积极参与到了“以孝治家”的建设
当中。

在杨新文的带领下，杨善庙“以孝
治家”三个项目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就全部落地实施。村容村貌和村
民的素质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村
里老人们逢人就说，“以孝治家”就是
好。不断有村民自愿加入“以孝治家”
的队伍，现在村里的义工队伍已达80
余人。去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以
孝治家全国推广大会上，杨善庙被授权
挂牌成为“以孝治家”全国示范基地，该
示范基地目前全国共有六家。5

□李世民

田梦华是永城市陈集镇刘河
村村民，瘦弱的她不仅有热心肠，
还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除
了管好自己的家庭外，还要照顾
90多岁的奶奶、年迈的婆婆、瘫痪
的公公、摔伤的叔叔、哥嫂撇下的
侄子和侄女。

田梦华今年47岁，嫁到刘河
村已经 20多年了。丈夫在外打
工，田梦华在家里种田、照顾老人
和孩子，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却也
有滋有味。

2007 年到 2008 年间，田梦
华的婆家哥嫂相继遇车祸身亡，
撇下了侄子和侄女。看着可怜的
两个孩子，田梦华毅然承担起照
顾侄子和侄女生活的责任。

屋漏偏遭连阴雨。2016年，
公公因病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
自理，田梦华经常为公公擦屎端
尿、擦洗身子、换洗衣物，感动得
公公常常泪流满面。

祸不单行。2017 年刚过完
年，田梦华的婆家叔叔在一次务
工中从车上掉了下来，而婶婶是
智障。田梦华又和丈夫主动担
起了照顾叔叔的责任。叔叔手
术需要两万多块钱，田梦华跑了
一夜，东拼西凑才借够叔叔做手
术的钱。叔叔在医院住院的一
个多月里，田梦华和丈夫轮流细
心照料。

90岁的奶奶行动不便、长期
卧床，田梦华就常陪奶奶聊天，给
奶奶擦屎端尿、擦洗身子、剪指
甲、洗头、洗脚。

20多年里，田梦华无微不至
地照顾着四代人，亲戚、邻居逢
人就夸她是好媳妇，她的事迹温
暖着乡邻，传递给社会一份正能
量。

2018 年 4 月初，陈集开展
第 五 届 乡 风 文 明 评 选 表 彰 活
动，乡村干部和乡亲们推选田
梦华为全镇十佳好媳妇典型代
表。5

孝善文化凝村魂
——虞城县郭土楼村转变村风的探索

直击现场
来函照登

民生看点民生看点

拯救老屋彰显文化担当

农村“肠梗阻”应引起重视

呼吁加强农村安全教育办公室的门还是开着好

应爱护公共健身器材
□本报通讯员 闫永申 摄影报道

每逢农历三月三，很多人去汝州市临汝镇彦张村辖区的崆峒山上赶广成庙会。与
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香客们不再露天烧香点纸了。崆峒山庙会为了防止发生火灾，
专门用铁皮焊制了一座空心“焚金楼”，派出专人负责烟火区，提醒人们按规定把纸张
等投进“焚金楼”里燃烧。这样一来，既让香客们尽了心愿，又确保了景点安全。5

庙会防火灾 崆峒巧安排

百姓素描
希望加强学生寝室卫生管理

乡村弱女子 照顾四代人

“以孝治家”大食堂里，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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