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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清流唤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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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邦

前几天，路过大沙河，我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不仅河道变宽了，而且河
水变清了，也闻不到难闻的臭味了。更让
我惊喜的是，河里竟然有了成群的小鱼
儿。短短两年时间，儿时记忆中的清水河
又回来了！

大沙河位于我们延津县城西北约 25
公里、东屯镇东屯村东南约 1.5 公里处。
20多年前，这条河非常宽阔，碧波荡漾，鱼
翔浅底，是我和儿时的玩伴游泳、捉鱼、嬉
戏的好去处。大沙河从我们村旁潺潺流
过，向东北流经滑县，最后东入渤海。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大沙河是那么纯
净，没有一丝污染，河水平静，缓缓流淌，
河面经常游过一群一群的鹅、鸭，它们追
逐起水里的鱼儿，水花会轻轻泛起，激起
层层的涟漪。

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沙河上游
来水慢慢变少了，再加上两岸庄稼需要河
水的灌溉，河面越来越窄。特别是近些年
来，一些工业企业陆续在大沙河上游建
立，逐渐有个别企业将污水排入河内，还
有附近的村庄偶尔也将废水排入河内，大
沙河慢慢地被污染了，失去了往日美丽的
容颜。水的颜色越变越黑了，还散发出难
闻的臭味。昔日的清水河，就这样一天天
变成了“黑水河”“臭水河”。

已经说不清有多少次了，我每次路过
大沙河，人还未走近，远远地就能闻到河

水发出的刺鼻的臭味。走近了看，只见黑
黝黝的垃圾袋儿、各种杂物遍及河床，凌
乱不堪，真的让人掩鼻作呕。

转机出现在 2016 年 6 月。记得当时
《河南日报》一位青年记者来到我们这里，
他不顾酷暑炎热，进村入户，沿河走访，对
大沙河的污染及其污染给沿河群众造成
的吃水困难进行了调查。随后，《河南日
报》刊发了大沙河被污染沿河群众吃水困
难的报道。这篇报道立即引起了延津县
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延津县水利局承
诺到 2017 年底让东屯镇全镇居民用上自
来水，环保部门也表示下决心治理这条臭
水河。

治标先治本。很快，东屯镇政府在小
王庄村东南约 100 米处建了一个污水处
理厂，东屯镇及附近几个村庄的废水经过

处理净化后，才能排入大沙河。不经过处
理的废水，不能排入大沙河。另外，政府
及环保部门也加大了对上游工业企业废
水排放的监管力度，如果排污不达标，企
业就不能开工生产。政府还对大沙河进
行了清淤，把河道内被污染的淤泥挖了出
去。

为了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我们确实
应该一起守护青山绿水、白云蓝天。看到
儿时记忆中的清水河又回来了，浓浓的乡
愁不禁在我的内心再次泛起。真心感谢
各级党委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真诚感谢《河南日
报》的舆论监督报道，她推动了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工作，改善了我们老百姓的
生活。期盼我们的家乡明天更美好！3

（作者单位为延津县东屯镇中心学校）

□翁韬

近日，记者收到一封延津县读者的来信。信中，这位

读者讲述了记者采写的一篇舆论监督报道刊发两年后，

家门前的大沙河已经由“黑水河”成为清水河的变化。他

还发出这样的感叹：儿时记忆中的那条河，又回来了！

读着信，两年前记者到现场采访的情景历历在目：这

条河与其说是被看到的，不如说是被“闻”到的。如果不

是刺鼻的恶臭味阵阵袭来，这条被密密匝匝的水生植物

覆盖的河，是很难被外人发现的，河水的颜色类似褐色的

浓墨汁，黑黢黢的。

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因为这条河而深受影响：地下

水抽上来是淡褐色的，无法饮用；原本养鱼的池塘因被河

水污染，无法养殖；当地镇上最火爆的生意，是卖净水机

的……

生态环境如何，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感受最直接、最

强烈。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的期盼越来

越迫切，生态环境在群众幸福指数中的占比也在不断提

升。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

盼、所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理应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我们欣喜地看到，两年来，在治理大沙河污染的问题

上，当地党委政府正确对待舆论监督，积极作为，改善民

生。他们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上下游联动，坚决关停

污染源头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彻底解决河流沿岸群众的

吃水难问题……一系列得力有效的措施，让这条当地人

曾经避之不及的“龙须沟”旧貌换新颜，让很多群众眼前

一亮，拍手称快。这种工作作风值得点赞。

生态治理成效怎么样，老百姓最有发言权。环境好

不好，最终还是要由老百姓说了算，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

好。只要痛下决心，真正将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的环保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我们就一定能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

岸、鱼翔浅底的景象，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乡愁。3

5 月 18日，内乡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开设赌场案。
被告谢某甲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谢某乙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二人均被处罚金30000元。

2017年 8月，谢某甲和谢某乙兄弟二人在“大发时时
彩”网站注册为代理商，由会员在网站上采用投注方式赌
博。同时通过手机建立几个微信群，采用拉人进群的方
式组织微信群成员参与赌博，并在群内制定规则，以每期
最低10元、封顶2000元进行下注，赔付现金以在群内发
红包的形式进行结算。直至案发，在群内参加赌博人员
已达78人，谢氏兄弟从中非法盈利高达12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谢某甲、谢某乙以营利为目的，利
用互联网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鉴于二人认罪态度较好，主动
退赃，可从轻处罚，遂根据《刑法》有关规定作出上述判
决。3 （屈熙尧）

“禹法官，我马上还款，麻烦您赶紧把我的照片从大
屏幕上撤下来，太丢人了！”5月 28日一早，荥阳市人民法
院执行法官禹海军接到被执行人郑某打来的电话。

近期，禹法官经手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其一是申
请人平某与被执行人付某的借贷纠纷案，案件标的 5万
元；其二是申请人王某与被执行人郑某的借贷纠纷案，案
件标的1万元。2017年底付某与平某在法庭达成执行和
解协议，但付某在偿还 1.5万元后便没了下文，打电话无
人接听。另一被执行人郑某，从始至终找不到人。法院
依法将他们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并利用电视媒体
与街头大屏幕曝光。果然没过多久，两个被执行人主动
联系法院，表示马上还款。

这两起案件顺利结案后，禹海军法官感叹：“债务人
的信息被曝光后，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失信被执行
人除了表示要还款外，还请求撤播对他们的曝光信息。”

5月份以来，荥阳市人民法院加大对被执行人的曝光
力度。他们在市区人流量大的路段利用电子屏全天不定
时循环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并在自媒体平台开设被
执行人曝光平台，还联合市广播电视台播出执行动态节
目，与“我看荥”APP开通链接，及时同步播出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全方位、多角度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收到了
良好社会效果。3 （端木叶婷）

民情与法

开设网络赌场
兄弟二人获刑

失信被执行人被曝光后

天热人躁，自己动手做馍的人少了,乡
村一些人抓住商机纷纷做起了蒸馍卖馍的
生意。他们不仅在本村设点出售，还在乡镇
的大街小巷高声叫卖，还有的把馍销给超
市。然而这些个体馍店的卫生质量状况着
实令人担忧。

论其原因：一是面粉来源渠道多，质量
难保证。一些人为了赢利与个体面粉厂签
订供货合同，购买低价面粉。小型面粉厂由
于设备简陋，加上对从市场上购买的小麦把
关不严，加工好的面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

去。还有一些馍店为争生意，允许用小麦换
馍。有些换购户多用劣质小麦换购。而馍
店为赢利，把换购的劣质小麦再加工成面粉
蒸馍出售。二是环境条件差。许多馍店不
符合卫生标准，一些馍店经营者在自家院里
搭建临时房当作坊。这些作坊防蝇、防鼠、
防家禽家畜条件差，房顶上蜘蛛网、灰尘到
处可见，有的紧邻厕所、粪坑、污水坑，蚊蝇
孳生严重，苍蝇乱飞乱爬。三是经营店和制
作人不讲卫生。有的不体检、不穿工作服，
甚至光膀子做馍售馍。一些馍店从劳务市

场上找几个人就立马上岗，而对其健康状况
却不闻不问。再就是一些馍店为了把馍蒸
得又大又白，发面时掺入添加剂，危害人体
健康。

夏季是细菌、病毒易发、多发期，对饮食
安全更应重视。为此，建议政府及食品安全
部门对乡村馍店拉网普查，看其原料来源、
生产环境等是否卫生达标。尤其是对蒸馍
人员的健康状况要定期检查，决不允许他们
带病上岗。3

（张会丽）

近日，乡下老家一位邻居的孩子不
慎落水，被救上来时已经没了气息，急
得邻居大哭不止。刚好同村一位小伙
经过，见此情景，马上对这名落水孩子
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不久，小孩
不但醒来，而且一点事也没了。

无独有偶。前不久，笔者所在小区
的一位住户在家里突然晕倒在地，吓得
家人连呼救命。这时,隔壁一位邻居闻
讯赶来，一边打急救电话，一边对晕倒
的人进行急救，使其很快脱离了危险。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遇上有人晕
倒、不慎落水等危急情况并不少见。
经常是由于事发突然，离医院远，旁边
又少有人懂急救技能，往往错过最佳
抢救时间。假如在现场有人懂一些急
救常识，如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等，那
么就有可能在危急情况下挽救一条鲜
活的生命。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
笔者建议，医疗部门应积极承担起传
授急救知识和技能的重任。不妨从学
校学生、社区居民抓起，经常性地开设
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班，把一些简单
的急救技能一样一样地教给学生和居
民，争取让每一个人都能学会一两种
急救技能。这样，一旦遇上危急情况，
多数人能拿得出、用得上，救人于危难
之时，让更多的生命通过急救得到健
康延续。3 （廖卫芳）

农村学校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学校，
普遍缺乏体音美教师，体音美的课时要
么被文化课挤占，要么就是由其他科目
的老师临时代课，有其名而无其实。长
期以来，乡村教育几乎是一条腿走路，
自然拉大了其与注重素质、全面发展的
城市教育的差距。洛阳义工志愿服务
队用共享方式破解了这一难题。

洛阳义工志愿服务队把城市里的
体音美老师集中起来，定期轮流去给偏
远山区学校的孩子们上课，就连教学点
也不放过，以此让教育资源优化共享。
服务队成员全部由受过高等专业教育
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来往于洛阳市山区
的 20多所学校，每隔一个多月都要到
同一所学校去一趟，为孩子们送上精心
准备的特长课。授课时，他们把六个年
级的孩子们分成三部分，轮流为孩子们
上音乐、美术、体育课，孩子们一看到他
们，脸上都笑得格外灿烂。

这个做法确实是创新之举，值得
提倡。3 （刘根旺）

我每次回老家，都会找几位老人聊聊，想
记录村庄的一些历史掌故。很可惜，人们的
记忆一再被刷新，对于往事大多语焉不详。
走遍整个村庄，基本上找不到能称得上文物
的遗存。虽然偶尔有几个人能张口秦汉闭口
唐宋，从尧舜禹一直到宣统帝，说起来兴奋异
常，但他们对自己脚下这片乡土的历史却在
意甚少。

土里土气的童谣、风俗、传说等大量消

失。人们的传统意识逐渐被冲淡，传统的风
俗日渐衰落，即使脑子里剩下一星半点，很
多人也想不起给下一代交代。传统地方戏
只在电视上有，而且也只是几个唱段，折子
戏都不多了，能全本演出的更少。评书在乡
村几乎绝迹，诸如笛子、弦子、快板也在逐渐
消失。现在的孩子们都在看动画片，他们的
父母多在远方打工。许多家庭都缺了一代
人，村庄即使逢着过年过节，也叫人觉得大

不如从前热闹。有谁能如数家珍地讲述村
庄的历史和文化呢？

所以，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过
程中，切莫忘了抓紧时间抢救村庄的历史文
化记忆。只有让每个乡村都因历史的积淀
而丰厚起来，历史的血脉流淌在乡村的角角
落落，古老的村落以及传统文化才会重新焕
发生机，潜移默化地代代传递、感染后人、启
发后人、留住乡愁。3 （马长军)

亟须抢救乡村文化记忆

乡村馍店卫生质量监督待加强

用共享方式
弥补农村师资短板

让急救技能
人人必备

前不久，途经国道 312固始县石佛镇段，只见一辆辆运沙车飞
驰而过。跟随这些车辆来到史河大堤一看，河床内沙子堆积如山，
装运沙子的机器轰鸣。附近村民说，前几天一辆运沙车侧翻，将高
压线杆撞断，导致变压器烧毁，让村民们出行受阻数天。夏季在河
道上采沙不仅影响行洪防汛，而且危及附近村民尤其是留守儿童的
生命安全。3 吴贤德 摄

河道采沙危及安全

5月 27日，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与文苑北路东南侧非机动
车道上，一女子骑共享单车由南向北而行，另一女子竟然坐在其共享
单车的车前筐里。共享单车如此“共享”，不仅违反了“共享”精神，而
且可能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3 崔清林 摄

共享单车岂能如此“共享”

直击现场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新乡封丘县检察院在新一届党组的坚强领导和全体检察干
警的共同努力下，再次荣获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这也是该院
连续三届获得此项殊荣。近年来，该院党组始终把文明创建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全院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以检察长为
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把文明创
建融入检察业务、队伍建设等工作中，同步动员、同步落实、同步
检查，形成文明创建的强大合力。以文明创建推动日常工作开
展。通过开展检察文化建设、“道德讲堂”“两学一做”等教育实
践活动，激发干警活力。通过来信来访、检察微博，拓宽“阳光窗
口”，通过专题汇报，检察开放日、专题座谈会、走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等方式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保障公正促和谐。该院
不断丰富创建内涵和活动载体，队伍素质、机关活力、执法形象、
工作业绩显著提升，文明创建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新时代赋
予新使命。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高峰表示，今后，将继续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当、奋
勇争先，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岳换香）

封丘检察院再获殊荣

今年以来，项城永丰镇纪委以农村基
层干部权力监管为重点，推行“四化”，即
职权清单化、用权程序化、监督立体化、
问责常态化。实施“三查”，即查行政审
批是否合规及时、查民生资金拨付是否
及时到位、查群众举报违规违纪问题，扎
实开展基层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切实维护和保障
了群众的利益。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分
级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主要负责

同志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强化措
施，狠抓落实，确保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
进。突出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贯穿全面推进“四化三查”工作始
终，与信访、审计工作紧密结合，带着问
题线索开展监督执纪。严格责任追究。
坚持纪挺法前，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发挥追责问
责在推动从严治党中的治本作用。

（马义勇 刘新峰）

孟津县多措并举深化作风建设

今年以来，孟津县纪委聚焦党的纪律
规矩，采取日常监督、专项整治、严格问责
等形式，进一步深化干部作风建设。一是
日常监督促作风。制定派驻纪检机构日常
监督办法，划分4个监督检查区，成立16个
监督检查组，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精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二是专项整治
改作风。开展教育和社会救助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监督检查学前教育生

活补助费等8类教育补助资金以及低保等
5类社会救助资金使用情况。三是民主评
议转作风。每季度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企业代表等对全县各单位作风建设进
行评议，并将评议结果纳入考核内容。四
是严格问责强作风。开展“实干勇争先建
功新时代”深化作风建设活动，对党员干部
中存在的“疲、虚、浮、滑、混”等问题严格问
责，典型案件通报曝光。 （李树勋）

永丰镇抓好“四化三查”工作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港办事
处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努力营造公平
竞争的良好环境和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
采取“一绳一捆”的方法，确保村“两委”换
届的合法性、公正性，为村“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绳一捆”就是在村支部和村委会选举
中，从意向候选人、初步候选人、正式候选
人、正式选举，每个环节都要求当事人签

字，并向村民公布，直到每个环节村民和当
事人均无异议，然后由当事人和村民代表
签字。通过“一绳一捆”，使候选人分阶段
认可选举，防止一步失误，前功尽弃，有效
地防止了闹选、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确保
了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程序严格、步骤规
范。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得当，在该办事处
10个行政村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没有
发生一起拉票贿选事件。 （陈士林）

为强化纪检监察职能作用，优化资源
配置，有效整合工作力量，鹿邑县纪委监
察委向全县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派驻
纪检监察机构，实现了派驻监督全覆盖。
完善制度建设。紧密联系鹿邑实际，研究
制订了《鹿邑县全面落实县纪委监察委向
县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
的方案》，撤销现有的县政府工作部门派
驻纪检员设置。健全机构设置。县编委
下发《关于印发鹿邑县纪委监察委向县一

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设置
主要职责和人员编制的通知》，确定了人
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明确保障管理的要求
和制度。明确职责权限。对机构名称、责
任权限、工作管理、组织领导等进行明确
规定，使派驻工作更加规范。15个派驻纪
检监察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受县
纪委监察委直接领导；派驻机构对驻在部
门的纪检监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胥慧芳）

鹿邑：实现派驻监督全覆盖

“一绳一捆”搞好换届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