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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点民生看点

医院设晾衣棚，
点赞！

□刘新平

近日，台前县出台了《关于“婚俗

文化创新、倡树文明婚礼、建设文明

乡风”的实施意见》，引导群众树立新

婚庆观，举行文明婚礼。还制定标准

“瘦身”红白事，以期逐渐形成以“索

要高额彩礼”“婚丧大操大办”为耻、

以“家庭和美、自创家业”为荣的良好

风气（据 4月 26日《大河报》）。

台前县这个规定制定得好。好

就好在呼应了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群众对新生活、新风尚的期待。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地方在结婚

找对象上，各种陈规陋习层出不穷。

彩礼从几十元、几百元到数千元、数

万 元 ，直 至 动 辄 十 几 万 元 、几 十 万

元。把找对象变成了“买对象”，嫁闺

女成了“卖闺女”。而且邻里之间互

相攀比，以至于很多人谈婚色变。

一些婚礼上的恶俗，更是丑陋到

了极点。新人结婚成了“受刑”，有的

甚至连新人的父母、伴郎、伴娘都受

牵连，一块儿受罪。闹洞房成了“闹

婚”“婚闹”，甚至成了“虐婚”。越来

越没有底线的婚礼恶作剧，在一些地

方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上网搜索

一下，这类事情在许多地方都上演

过。

结婚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

也是一个新家庭诞生的标志。在新

人成婚时，亲朋好友祝福新人时，为

了烘托热闹、喜庆的气氛，表演点无

伤大雅的小节目，本无可厚非。但如

果使其变了味，祝福新人变成了恶搞

新人、虐待新人，则失去了祝福的意

义，更丧失了新人邀请你参加婚礼的

信任。

其实，在许多乡规民约中，都有

诸如“倡导文明乡风，建设美好家乡”

之类的内容。但具体到红白喜事的

举办时，常常有一些人打着“传统文

化 ”的 幌 子 ，做 些 损 人 不 利 己 的 丑

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前县出台的

《关于“婚俗文化创新、倡树文明婚

礼、建设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对

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有

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对破除陈规陋

习，形成良好的新风尚，让人民群众

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有着很好

的带头作用。

台前县的做法值得推广。9

临街是白墙，村头建牌坊，广场和
亭子，村村一个样……这首关于美丽
乡村建设的“打油诗”，一语道中了美丽
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弊病：东施效颦，生
搬硬套，村无特色，千村一面。

“千村一面”的根源是缺乏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的思路，归根结底还
是形式主义。乡村有着厚重的土壤，
承载着千千万万人的乡情乡愁，建设
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就是要让农

村处处可见“小桥、流水、人家”的画
卷，让农民生活在“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意境中。

谨防“千村一面”除了要因地制
宜，结合不同乡村的历史文化和风土
人情，实现一村一特色，一路一景致，
还要做好顶层设计，把美丽乡村的

“内在美”和“外在美”有机结合起来，
使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9 （焦风光）

近日，笔者在乡下老家走访时，
听一位老大妈说，她使用新买的电饭
锅煮饭时，意外断了电。为了能把饭
煮熟，她竟把整个电饭锅放到点燃的
煤气灶上烧，不但烧坏了电饭锅，还
差一点引发火灾。

老大妈说，由于不懂家用电器的
使用知识，加之也看不懂电器使用说
明，因而只是凭“老经验”使用电器。
老大妈说，她十分盼望“电器使用知
识”也能跟着家电一起送下乡，以避

免发生用电意外。
据了解，类似这位老大妈这样的

“家电盲”，在许多农村还不在少数。
由于家中的青壮年劳力都常年在外
打工，加上留守老人自身的文化程度
不高，基本不会操作家用电器，一旦
使用电器不当，极易造成用电事故。

因此，笔者建议家电推销商在家
电下乡的同时，及时把有关的电器使
用知识也一起送到乡下，送到农民朋
友的手中。9 （廖卫芳）

4月 21日，安阳一场大雨，让许
多村庄慌了手脚:由于河道堵塞，排
水不畅，导致部分村庄雨水漫游，积
水深达0.2～0.5米，直接对居民房屋
等财产构成威胁。为排除险情，畅通
河道，一些村庄不得不在雨中动用挖
掘机把影响排水的桥洞挖断挖开，确
保雨水正常通行。

春天下大雨实属罕见，即将到来
的夏季多雨则是常态。当此之际，建

议乡村两级集中人力、物力、机械，立
即对辖区内排水沟河渠实施清除淤
泥、排除杂物等工作，做到大雨来时
排水便利，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
受侵害。同时，有关部门要督查到
位，对未能按时按标准疏通沟渠河道
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并及时
整改落实到位，不能因人为原因导致
内涝或财产受损。9

(乔光)

最近，笔者下乡走访时发现，很
多行政村在村内显要位置都设有信
息栏或橱窗，里面有村务政务公开、
党报党刊等内容，有的里面还设置了
招工信息专栏。笔者不禁为这种招
工信息传递方式拍手叫好。

设置招工信息栏，拓宽了群众获
取外出务工信息的渠道，体现了村委
会干部对群众外出务工工作的重视
和关注。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经常利用
虚假招工广告等形式，骗取农民群众
的钱财，导致一些农民朋友打工不成

反而浪费了钱财，甚至血本无还。村
委会利用招工信息栏这种形式及时
公布用工单位的招工事宜，让农民群
众足不出村就能及时了解到用工单
位的需求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群众外出务工的盲目性。

笔者呼吁，应当在农村大力推广
这种招工信息宣传形式。劳动职能
部门要与各村委会密切配合，尽可能
将招工信息的触角延伸到各村各户，
加大群众外出务工的安全保障系
数。9

（卢学波 梁锦学）

台前这个做法值得推广

美丽乡村要谨防“千村一面”

期盼电器使用知识下乡

疏通河道不能仅在大雨来临时

村委会设立招工信息栏好

前不久，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陪护住院老人
的笔者发现，该医院在非机动车停车处小院内有个
面积不大的晾衣棚，患者及其家属可以在棚下的晾
衣竿上搭晾洗过的衣服。

患者住院时间一般都比较长，许多患者或家属
的换洗衣物洗涤后，常常为晾晒发愁。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巧用“空间差”，在朝阳时间较长的位置辟
出空间搭建晒衣棚，解决了这个难题。

晒衣物棚虽小，却可以借此改善医患关系，更
是利民便民的好方法。此举值得推广。9

崔清林 摄

□本报记者 刘新平

位于郑州绿博园东面的中牟县刘
集镇段庄村临时安置小区，没有了往
日的拥挤和嘈杂，村民们都已高高兴
兴地搬到现代化的新型社区，只留下

“双旗农耕文化遗产抢救馆”负责人段
双奇和他收藏的12万件农耕器具和生
活器具。眼下，临时安置小区已经断
电断水，段双奇整日愁眉不展，不知道
怎样安置他半辈子辛辛苦苦收集来的
这12万件宝贝。

不忘初心,执着收集老农具

“双旗农耕文化遗产抢救馆”，其
实就是两三间相通的铁皮搭建的简易
房。虽然是简易房，但其中收藏的器
具却并不简单，犁、耧、锄、耙等众多农
具一应俱全，牛笼嘴、铡刀、碾、石磙、
马灯、馍筐、老秤等农家曾经惯常使用
的家什一样不少。这些农耕器具堆积
在一起，像小山一样。

段双奇介绍，目前，馆内收藏了各
种农耕器具器件 12万多件，品种 190
多个，全是他自掏腰包，走遍全国各地
收购过来的。

谈起收藏这些农耕器具的初衷，
段双奇说:“收集这些老物件，其实与

我的摄影爱好有关。自从喜欢摄影
以来，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发现了这
些农耕器具和农耕文化的魅力，可以
说，每一件农耕生产器具的产生，都
有关于其发明创造的动人故事，蕴含
着祖先的勤劳和智慧，见证着我们的
文明发展史。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
农业生产的每一种用具都有着深厚
的感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很
多农业生产用的器具逐渐消失。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老物件保留
下来，建造一个农耕文化博物馆，让
子孙后代能够知道先辈们是怎样进
行农业生产的。”

“2016 年 5月 18 日，省文化厅一
位领导来考察我的文化大院，对我抢
救农耕老物件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
定，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农耕文化是
传统文化的基础，尤其对我们这个有
着五千年文化的大国来说，农耕器具
更是农耕文化的代表。近年来，国家
也大力鼓励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我
坚信这是一个方向，收藏的劲头更大
了。”段双奇解释说。

多年来，为了抢救这些老物件，段
双奇跑遍郑州市周边的600多个拆迁
村庄，又多次到山西、陕西、山东等地，
抢救、搜集面临失传的传统农业生产
工具和生活用品。一些专家学者看过

段双奇的农耕老物件后，站在全国的
高度，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品种第一、
数量第一、管理第一。

为了做好这些农耕器具的收藏工
作，段双奇目前已经花费了 220多万
元。这些钱全是他自己筹集来的：自
己的拆迁补偿款80多万元，卖掉自己
的私家车33万元，加上承包花木土地
的收入20万元左右，其余都是从亲戚
朋友处借来的。

最大的心愿：建立农耕博物馆

段双奇花那么多钱去收集农耕老
物件，村里一些人表示不理解：“那么
多钱，干点啥生意不好，非去弄些破锄
头、破秤砣？”但这些并没有打消段双
奇的专注和热情，他执着做着在他看
来比什么都值钱的农耕文化遗产抢救
工作。

段双奇的老家在中牟县刘集镇
段庄村，现在是拆迁临时安置区。因
为爱好摄影，起初，他在自己家里建
了一个“双旗文化大院”，除了展览自

己的摄影作品，还经常举办法律讲
座、失地农民工就业讲座、书法笔会、
文娱活动等活动，后来因为收集的农
耕老物件多了，就办了农耕器具展
览。随着来家里参观的老百姓越来
越多，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连以
前不理解他的群众，也都说他做了一
件大好事。2011 年，段双奇就把原
来自家总面积 1260平方米的三层楼
宅院，全部改造成了文化大院。为了
保存好这些器具，段双奇为这些器具
涂上防腐桐油，还在简易房内安装监
控摄像头。

段双奇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
展，原来的村庄已经被划入城镇化改
造区，他们村成了临时安置点，他的文
化大院也拆迁了。为了保存他辛辛苦
苦收集来的农耕器具，才临时搭建了
三间简易房，暂存这些“宝贝”。

眼看村民回迁即将结束，简易房
里的农耕老物件面临着无家可归，段
双奇十分伤感。“农耕文化是无尽的文
化财富，请给农耕老物件一个家。”段
双奇满怀期待。9

□本报记者 刘新平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这个季节来河南旅游，很少有不
去洛阳看牡丹的。前些日子，记者专
程陪朋友去洛阳国花园赏牡丹，如织
的人流在花海中徜徉。然而，记者却
发现，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一些人
的注意力并不在那些争奇斗艳的牡
丹花上……

花园干净才有好心情赏花

虽然是春天，但晴好的日子气温
仍然不低，人们似乎都能感觉到夏天
的气息。稍微感到有些累的记者准备
在一片树荫下歇脚，却见一位身穿橘
红色带黄色反光条工装的大姐正躬身
在一株牡丹旁忙活着什么，凑近看，原
来这位大姐正用一根小棍从花丛里往
外掏一个空了的饮料瓶。

这位大姐告诉记者，她姓张，今年
43岁，家就在附近的村子，做清洁工
有四五年了。“我平时是在街道上做清
洁工，每年牡丹花节，基本都要在这

里。”大姐说，这个园子里的保洁有30
来个人，每天早晨从8时开门，一直干
到下午5时。

“在这里做清洁是不是比街道上
要省力些？”记者问。

大姐笑笑：“这儿可比打扫街道累
多了。清扫街道，只是扫扫干净后将
垃圾铲到垃圾车里就行了，可在这里
就不一样了。这路上你看着挺干净，
可一些来看花的人老喜欢将饮料瓶
呀、食品包装盒呀什么的往花丛里面
扔。为了保护花株，大部分花圃都用
铁丝围栏挡着，我们就得弯着腰用棍
子掏。还有的人喜欢把废纸等垃圾往
花株下的根那儿扔，所以在园子里我
们基本上都得弯着腰干活。一天下
来，腰酸腿疼，可累了。”

“可话说回来，要没有我们这么
累，来看花的人能在这么干净的地方
看花吗?花好还得环境好，起码不能委
屈了这些好看的花吧。”

正聊着，不远处一位游人正举起
手，准备将手里的矿泉水瓶扔到花丛
中。大姐忙站起来，嘴里喊着，向那人
跑去……

花好还得有育花人

离开树荫，记者陪着朋友继续在
花园里逛。朋友突然指着前面不远处
说：“你看这两位是干什么的？”

顺着朋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花
丛中，两位身着白大褂的姑娘站在一
株牡丹花旁摆弄着什么。

走近了看，只见她们采下一朵花
朵，将花瓣一片一片摘下来，装进一个
塑料袋中，将花蕊装进另一个塑料袋
里，然后又将这株花的叶也保存起来。

记者好奇，便询问她们：“这是干
啥？”

其中一位姑娘抬起头看看记者，
说她们是在采集标本，为培育牡丹花
的新品种做准备。

这位姑娘姓廉，是中国科技大学
研二的学生，这次是导师带着她和
同学一起，来国花园收集牡丹花标
本的。

看着姑娘脸上细密的汗珠，记者
不禁道：“你们也挺辛苦呀。”

姑娘腼腆地笑笑：“谈不上辛苦，

我们只是忙这一会儿，大部分时间还
是在实验室，真正辛苦的要算这里栽
种和养护花的人。”

赏花人身边的保护神

花园深处，花开更繁，人也更多。
人群中，一位全身深蓝色保安服的人
显得较为突出。记者留意地看着，只
见这人的眼光不是欣赏花朵，而是在
人群中扫视。

过了许久，这人才慢慢停下脚步，
在路边停了下来。于是，记者便走过
去与他攀谈起来。

交谈中得知，这人姓谭，是园里的
保安，为了保障游人的安全，专门从其
他地方抽调过来的。

谭大哥说，由于来观赏牡丹的人
比较多，而且大部分是外地游客，于是
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人就想在这里找便
宜。“人家大老远地来咱这里看花，心
情本来很好，要是一不小心，让毛贼给
捣鼓一下，该有多扫兴!这多败坏咱的
形象。”谭大哥嘴里说着，眼睛却一刻
不停地在人群中搜索着。9

临时安置小区的村民陆续搬进了现代化新型社区，小区内的“农耕文化遗产抢救馆”却无处安身。12
万件农耕老物件成了“没娘的孩儿”，为了记忆深处的那份乡愁——

12万件农耕老物件亟须有个“家”

国花园里护花人

郑州市航海路合盛购物广场门前，在双向快
车道之间的隔离栏设置了开口和斑马线，方便行
人和非机动车通过。然而，不少骑车载货的人员
对斑马线熟视无睹，在马路上从不同方向驶向开
口处，有的人甚至与机动车抢道，然后贴着中心护
栏在快车道逆行，险象环生。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这个事故易发区域并加强管理，也请行人做到安
全通过斑马线。9

刘卫民 摄

请“学会”过斑马线

直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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