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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想给父老乡亲蹚蹚
路，只有荒山变青山，咱老
百姓的日子才能更好过！

李恒亮

●● ●● ●●

民生看点

我想栽100万棵树
——李恒亮24年退休生活掠影

防网游沉迷
须求治本之策

民情与法

议论风生

来函照登

直击现场

“六无”创建
助推平安建设

连线基层

近日，笔者到某机关办事。笔者想
掏出事先备好的香烟递给工作人员，不
想这名工作人员摆摆手，指着放在办公
桌上的一块“谢绝敬烟”的牌子说：“谢
谢，请莫敬烟！”他接着说，自从实行公共
场所禁烟以来，前不久该单位也开始实
行办公室禁烟了，一方面是响应国家禁
烟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进工作
作风。

敬支烟，好聊天。到机关单位办
事，给工作人员先敬支烟，早已成了习
惯。长期以来，由于一些机关单位的领
导或工作人员遇上敬烟的往往给予好
脸色，事情也好办，前来办事的人也就
学乖巧了，口袋里常备着好烟。为了能
办成事，有人竟整条香烟往领导或办事
人员手中送。久而久之，一些机关单位
的领导或工作人员也就养成了敬烟、送
烟好办事，不敬烟、不送烟难办事的坏
习惯。

小小一块“谢绝敬烟”牌是一面镜
子，不仅可以自照，而且可以反观。前
来办事的群众再也不用担心要不要买
烟、买什么烟好、怎么敬烟了，而且也
改进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无
形中凸显了机关工作人员亲民为民的
良好形象。设立“谢绝敬烟”牌的做
法 ，值 得 各 地 各 级 机 关 单 位 学 习 借
鉴。3 （叶金福）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然，我的这几
万斤桃子就烂在地里了。”近日，在邓州市高
集镇沈堂村的桃园里，桃园主人彭成就拉着
该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廖渊的手感激地
说。

桃园里，桃树长势喜人，鲜桃挂满枝头，
阵阵桃香扑鼻而来，闻讯而来的爱心人士你
一包、我一袋地正在采摘。彭成就说，他种了
50亩桃树。今年雨水充沛，气温光照适宜，鲜
桃喜获丰收。可是由于这几天持续高温，桃
子成熟得快，家里人手又少，他碰上了销售难

题，出现了“卖不动”的现象，每天都要倒掉大
量的桃子。

看着挂满枝头的桃子，彭成就愁得整宿
整宿睡不着觉。邓州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廖渊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刻在单位的微信群
里发出爱心助销的倡议，积极联系本单位的
同事认购，热心帮助彭成就销售鲜桃，同事们
都纷纷慷慨解囊，争购“爱心桃”。

一传十，十传百，彭成就的桃子滞销的事
很快在邓州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传开。随
后，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

加入帮助销售“爱心桃”的行列。市二院、市
公疗医院、市中医院、市防疫站的白衣天使们
纷纷前来购桃。高集镇党委、政府及沈堂村
的干部听说后，也纷纷利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发动亲戚朋友购买。

随着爱心的迅速传递，彭成就的桃园很
快热闹起来。有亲戚朋友组团购买的，有爱心
企业集中认购的，有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采
摘乐趣的，还有水果批发商来批发的。看着桃
子被陆续买走，彭成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
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3（盛志国 丁丽丽）

南召县太山庙乡一半以上的行政村都环鸭河
口水库，由于库汊和堰塘较多，暑期学生安全隐患
较大。为此，太山庙乡党委、政府早在5月底就成
立了青少年暑期安全领导小组，制定多项得力措
施，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为了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暑假前他们就要
求各中小学校对学生进行防溺水、防火、防电、防
骗、安全用药、遵守交通法规等方面的安全教育。
印制防溺水宣传单近万份，并发放到各家各户，督
促学生家长加强对学生的监护。各村对辖区内的
工地、河道、池塘等危险地带进行了普查，增设警
示牌200多个，安装防护网5000多米。

近期，他们又采取了三项防范措施：一是让各
学校暑假期间定期组织教师开展下乡走访活动，
指导学生学习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二是充分
发挥各村老党员、老教师、老军人、老干部的作用，
以村文化大院为平台开设道德讲堂，对中小学生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三是督促各村农村书屋提供
便利条件，积极引导中小学生读书、看报，参加力
所能及的社会实践活动。3 （徐培）

年初以来，灵宝市以“无刑事案件、无邪教、无
涉毒、无信访、无安全事故、无突出环保问题”创建
活动为契机，探索促进村（社区）和谐稳定的路子，
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营造全民参与的创建氛围。该市在群众聚集
区、显要位置公示“六无”村（社区）创建标准。从
政法部门遴选298名政法干警担任全市368个行
政村（社区）的兼职法治副书记，通过法治讲座、农
村“大喇叭”、参与党员活动日、村委换届选举等，
开展防盗窃、防诈骗、防事故等治安防范教育和生
产安全教育及反邪教警示教育、禁毒教育、法治信
访教育。同时，通过媒体、微信等平台加强对“六
无”村（社区）创建活动的宣传，提高群众的知晓率
和参与率，形成共创平安、共享平安的社会氛围。

建立“六无”村（社区）创建微信交流群。主抓
创建工作的县级领导、乡镇领导、村（社区）干部及
法治副书记等要在群里晒各自工作进展情况，总
结、交流、推广开展“六无”村（社区）创建活动的经
验做法，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同时创建活动纳入

“月讲评、季观摩”考评、全年平安建设考评，凡年
终被评为“六无”村（社区）的，除给予资金奖励外，
还在学生中招录取上给予降 10分的政策奖励。
对评定实行动态管理，对不符合创建标准的，取消

“六无”村（社区）称号及相应奖励。3
（张连宗 柯文登）

□张全林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

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

充分认识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的极端重要性

和现实紧迫性，迅速开展全面排查。各校要明确

学校各岗位教职工的育人责任，加强午间、课后

等时段管理，规范学生使用手机，以阻止学生沉

迷于手机网络游戏。

对于一个移动智能设备用户已经超过 10亿人

的国家而言，手机网络游戏早已超越传统的主机

游戏，渗透到了许多人的生活之中。任何一个玩

者，无论是否拥有对游戏本质上的理解和积淀，也

无论其是否处在可以自律的年龄范围，可以说手

机网络游戏已经时时刻刻地陪伴在身边了。

在手机上玩网络游戏影响正常教学，影响青

少年健康成长，已带有普遍性。尤其是近些年

来，随着各种商业诱因的导入，许多手机网络游

戏的功能已经走向了反面。本来，它可以是学习

劳作后的消遣，或者是一种快感体验的追求，能

够让人在娱乐中得到某种能力的提升，如从模拟

游戏中获得统筹能力，从卡牌游戏中提升计算能

力，从格斗游戏中获得反应能力等。但如果让人

达到了沉迷、上瘾、不能自拔的地步，就适得其

反。不容否认，许多网络游戏唯利是图，已经“进

化”为非药物性的鸦片，残害了青少年的身心。

引导中小学生健康使用手机，摆脱手机网络

游戏的控制，单纯靠堵恐怕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现在的网络游戏管理，主要

侧重于安全层面。至于涉及未成年人时，则主要

强调网络游戏不得含有诱发违反社会公德和违法

犯罪的行为，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内容。而在防止“网瘾”方面，却缺乏强制性

的要求和约束，如实现用户实名制、建立游戏分级

制度，这些有利于管控的硬措施等，仍然缺位。

加强未成年人手机网络游戏的使用引导，重

在加强基础性制度设计，构建以技术手段为基

础、行政管理为补充的监管体系。重在建立完善

有害应用识别、未成年人专用设备设施供应、选

择性宵禁和上网时间提醒等制度体系，实行手机

网络游戏市场实名制及限时功能全覆盖等。只

有找到治本之策，既治标又治本，才能形成家庭、

学校、社会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的良性格局，保障

广大青少年在网络时代健康成长。3

为中小学生
构建暑期安全网

“谢绝敬烟”牌
设得好

微信传爱心 滞销变俏销
身边的感动

▲郑州市公安民警结合夏季安防工作实际，纷
纷进社区、进企业、进市（商）场开展“防火防盗送安
全”活动。日前，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治安管
理服务大队陈砦警区社区民警在辖区进行消防安
防等常识宣传。3 刘书亭 摄

◀近日，宁陵县赵村乡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团
队为赵西村的87户 227余名贫困群众免费发放了
健康大礼包。礼包内有日常的感冒药、消炎药、体
温表、创可贴，还有防病治病小常识等。此外，他们
还为贫困户进行了免费健康体检，解读了健康扶贫
政策及因病致贫的慢性病卡办理办法等，受到了贫
困群众的一致好评。3 吕忠箱 摄

日前，淮滨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之规定，对该县一
家宾馆开出了十万元的处罚单，同时对
该经营者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
求其按规定进行整改。

6月 10日夜晚，淮滨县公安局按照
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开展了对公共场
所的集中清查行动。淮滨县公安局反恐
大队、北城派出所民警在对该县金谷春
大道一家宾馆例行检查时，发现该宾馆
存在不实名登记、一人登记多人住宿、持
他人身份证住宿等违法情况。

经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2017 年
11 月 23 日，该宾馆就因不实名登记被
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过。鉴于该宾
馆再次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且在长
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仍未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整改，淮滨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八十六条第
二款之规定，对该宾馆处以十万元罚
款。目前，该宾馆已经停业整顿。3

（王长江 姜树海）

再次违反反恐法
这家宾馆受重罚

□本报通讯员 王有震 王清江 郭玉霞

每天，李恒亮在蝎子山半山腰的屋里吃完早
饭，就头戴草帽、手拿剪刀到梯田式的果园巡查，
不时停下脚步将梨、柿、木瓜等果树上的一些弱
枝、病枝及影响光合作用的枝条剪去。

与青山做伴，和绿树为伍。这是李恒亮24
年来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1993年，李恒亮从
泌阳县水利局局长位置上退休，由于退休前他
几乎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晓得全
县还有很多宜林荒山。于是他决定人生再出
发，开发荒山，绿化环境，做一个山沟里的种绿
致富带头人。

他刚把想法说出来，就有人泼凉水：“老局
长，绿化荒山好倒是好，就是周期长、见效慢，远
水解不了近渴！弄不好，上封山、下封水，将来
就封住嘴了。”也有亲戚朋友劝他：“退休了，你
不在家好好歇，折腾啥呢？”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不干面貌咋
改变？”李恒亮解释：“我就是想给父老乡亲蹚
蹚路。只有荒山变青山，咱老百姓的日子才
能更好过。”

1994年初，寒意尚浓。李恒亮就搬着铺盖来
到距县城40多公里的白云山，承包1000多亩荒

山。李恒亮吃住在山上，用泥巴垒的灶台煮饭。
他雇用当地10多个贫困农民当植树工人，给他们
发工钱。而李恒亮自己却节衣缩食，渴了喝口山
泉水，饿了啃口干馍，手裂口子出血泡，他简单包
扎一下，接着干。

到这年底，荒山变成了一条条带状梯田，梯
田上挖出标准树穴上万个。接着他把赊来的
枣、李、桃、杏等树苗栽在树穴里，填土、施肥、浇
水，精心管护。

不料，当投入将要换来成果时，一家旅游开发
集团看上了白云山，要投资开发风景区。在给李
恒亮一定的补偿后，让其搬下了山。

可李恒亮劲头不减。当他看到铜山湖北岸
蝎子山和半拉山有1000多亩荒山时，1997年
10月，他与荒山所有人签下了承包50年的绿化
合同。在山上搭了几间房，把从县人社局退休
的老伴马照芝也搬上山，这一住就是21年。

为绿化开发这片荒山，李恒亮科学规划，打
水井、挖蓄水塘、购灌溉设备，保证旱天树木用水
的需要。又整修4公里山路，使机动车能畅通无
阻地开到山上。

为做到综合利用，李恒亮改变过去的树种单
一的发展观，向多林种、多效益转变，针阔叶混
交，速生用材林、经济林并重，乔灌木一齐上，以
短养长，长短结合。

李恒亮还请来林业和水利专家，对荒坡、荒
沟的治理“把脉问诊对症下药”。

为搞好流域治理，李恒亮以治沟、治坡为主
攻方向，对水土流失严重的丘陵，从上到下建立了
3道防线。第一道是坡顶防护工程，即山顶栽松戴
帽，林缘与耕地接壤处开挖截流沟，控制坡水下
山；第二道是田间工程，即按等距离营造水保经济
林，等高整修梯田，蓄水保墒；第3道是沟道工程，
即沟道修跌水，沟侧插柳，育林封沟，顺水保土。

蝎子山上有条小河，常年溪水不断，一到汛
期，河水就会漫溢两岸冲刷泥土。李恒亮就地取
材，从山上捡来石头，再用架子车拉到河边将小
河护砌加宽，还修建了调水坝、蓄水池。

现在的蝎子山和半拉山，满山翠绿。一排
排的松树、柳树挺拔茂盛，一行行的木瓜树、柿
子树、梨树挂满了果实。寒来暑往，他硬是在这
1000亩贫瘠的荒山上开发出用材林和风景林
400亩，果木林600亩。

2016年初，他又承包了贾楼乡邱庄村荒山
500多亩，昔日的不毛之地如今披上了绿装。

这些年来，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农村农民和
城镇居民纷纷效仿，竞相加入绿化荒山的行
列。特别是他帮过的贫困农民，由此拔掉穷根
叩开了富裕门。

1999年，铜山乡铜峰村油坊庄农民王保山，
在李恒亮的帮助下承包了4公里长河滩荒地，栽
植杨树数万棵，现在1棵树就可卖上百元。马谷
田镇下河村残疾人纪栋瀚，在李恒亮的帮助
下，2000年将碾盘沟东岭老松坡和桃园前岭
110余亩荒山承包，不几年就摘掉了贫困帽。

“在老局长的支持下，2006年我在铜山乡羊
进冲村承包了500多亩荒山，如今都变成绿色银
行了。”一说起李恒亮，县城居民王家冉十分感激。

李恒亮相继荣获“全省水土保持先进个
人”“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水土保
持先进个人”等荣誉。

有人问起李恒亮今后有何打算，这个84岁
的老头立马就来了精神：“我和老伴儿身体很
好，还能动，能干活，我们想承包万亩荒山，栽
100万棵树，活到100岁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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