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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路上的坎儿啥时能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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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记者调查

仝湾群众盼望架桥修路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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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郭楼村仝
湾组群众向本报反映，他们距离明港镇城
区很近，但出行却极不方便。仝湾就像是
城市边缘的一座孤岛。4月 11日，记者赴
当地进行了调查采访。

在导航软件的指引下，记者辗转到了
大仝湾村民组村头。一位村民指着河对岸
的村庄说，对面就是仝湾，当地人习惯叫它
小仝湾。这位村民说，小仝湾有几百亩地
在大仝湾的西南面，因为被河流阻隔，他们
种地要绕行一两公里，很不方便。村头一
位村民指着一段泥泞的道路说，小仝湾的
村民经常开车从这里经过，埋在路下面的
水管被压断了好几次。

记者顺着满是泥泞的河堤来到仝湾村
民组的耕地里，发现近三百亩土地绝大部
分荒芜着，杂草丛生。站在紧挨地头的河
堤上，向河对岸的仝湾望去，这片田地与村
庄的直线距离不足 300米，只要在河上架
一座桥，村民到这片田地劳动并不需要走
太长的路，将会非常便利。

从仝湾村民组的大片耕地到村庄，要
经过一段狭窄的小路，开车的话只能容许
单向通行，不能会车。进入村口有一段大
约 300米的土路，从庄稼地中间穿过，也很
狭窄。

进入仝湾之后发现，这里的地形很特
别，一条宽阔的河流从西、南、东三面将村
庄环抱，由于河上没有架桥，村民进出村庄
只能选择北面唯一的一段土路。

仝湾村民组的群众听说记者来采访，
纷纷放下正在忙碌的农活儿，汇聚到村头，
围着记者七嘴八舌地“吐槽”起来。

“俺们仝湾出行困难是出了名的。原
来到河南边的自留地去，经过一座简易的
木桥，去年整修河堤的时候把小木桥拆了，
却没有架新桥。明明是近在眼前的自留
地，却要绕行一两公里。如今，留在村里的
大多是老年人，腿脚不方便，能开三轮车的
还可以去河对岸种地，没三轮车的就种不

成。”一位村民说。
“进村的一段土路，一到下雨天就走不

成了。去年村里一位老人从上面走过时摔
倒了，导致骨折住院。”另一位村民说。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仝湾村民组共有
6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关于村民出行困
难的事多次向镇政府反映过，但至今也未
得到解决。

随后，记者到明港镇政府采访。该镇
一位包村干部对仝湾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解释。

这位包村干部说，镇党委、镇政府对仝
湾群众反映的问题很重视，镇领导多次实
地考察后发现，要架设一座桥梁，由于跨度
较大，建设造价至少需要 100多万元，成本
很高，难度很大。后来，镇政府通过做工
作，联系上该村一位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
将仝湾村南边的那片耕地全部流转，交由
他承包种植花卉，此事已基本谈妥。对于
仝湾北面进村的那一段土路，镇政府上报
了计划，并且已经获得了批复，马上就可施
工。但修路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那段路
在别的村民组承包地范围内，修路要挤占
一部分农田，必须征得该村民组村民同意，
这还需要协调。政府将加大协调工作力
度，争取早日施工。5

手机销号
别忘解绑支付宝

崔营村有位“新乡贤”

景区门票降价要动真格
□祝建波

五一快到了，很多居民都有出门旅游的打算。但一想

到将要支付高昂的景区门票，就不免有些纠结。近日，一则

关于“出国游比国内游便宜”的讨论在微博上火了，网友们

纷纷开始算起旅游这笔账来。虽然这二者并不能简单地放

在一起比较，但网友们借此表达了希望旅游成本进一步下

降的愿望。据相关统计显示，认为当前国内景区门票价格

“太高”“偏高”的游客超过了 70%。

笔者注意到，关于要求景区降低门票价格的呼声由来

已久。在政府有关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出要将过高的景区

门票价格降下来。一些景区也出台了一些有条件的降价举

措。但总体而言，降价幅度并不大，很多都是以降价的名义

在搞促销而已。

不可否认，门票收入对一个景区而言，既是“吃饭的来

源”，也是其维持运营的必要保障。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一

些景区对上级政策要求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并通过各种手

段对门票表面上降实际不降的重要原因。

一个地方要在旅游经济上有所作为，绝不能狭隘地盯着

门票那几个小钱。要知道，旅游经济是典型的“眼球”经济和

人气经济，旅游业应包括吃、住、行、娱乐、购物、交通等多个

要素，旅游产业链效益约为门票价值的 7倍。

换句话说，在大众旅游时代，只有景区运营管理者主动

适应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搬掉高价门票这块绊脚石，

以免费惠民、升级服务等方式，打造一个个性化、稀缺化、专

题化、专业化及高附加值、高品质的“旅游+”新业态，为游客

提供舒适、舒心、便捷、通畅又具有差异化或富有内涵的体验

和服务，才能依靠良好的口碑赢得更多游客，继而实现旅游

业和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否则，过高的门票价格或是增加

了负担，或者超出了承受能力，游客自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

事实证明，舍弃高门票并非不可行。像杭州西湖，就是

舍弃了门票的“小芝麻”，而换取了旅游经济发展的“大西

瓜”。西湖以景区为圆心，以整个区域为半径，把整个区域

都当作景区。在此情况下，景区摒弃门票经济，表面上看貌

似在做赔本买卖，实际展现的却是一种新的旅游产业发展

思路——虽然门票收入减少了，但是游客增多了，在景区产

生的消费自然也就相应增加了。西湖免费开放十多年，旅

游总收入持续增长，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然，由于各地景区发展阶段、发展禀赋不尽相同，全

面推广免票的时机，或许并不成熟，但能够和应该免费开放

的景区，就要尽快免费开放。一定意义上来说，景区门票降

价乃至免费开放，从而回归其应有的公共属性，既是公众共

同的愿望，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在旅游领域的具体体现，各地

政府应加快推动实施。5

4 月 14日，沈丘县周营镇崔营村的村
民三五成群地聚集到由村民周华仁投资
兴建的休闲小广场上，唱歌跳舞，散步健
身。

“以前这儿就是一个小坑塘，后来变
成了垃圾坑，一刮风，屋里都不敢开窗
户。一到夏天，又脏又臭，从这儿路过都
要捂着鼻子，大伙儿平常都绕着走。现在
好了，成了休闲文化广场。”前来跳广场舞
的村民孔花荣说，“这多亏了周华仁的善
行义举，出资修建了这个小广场，我们要
为他点个赞！”

周华仁今年64岁，全家6口人，两个儿
子大学毕业后，已成家立业，并有了各自的
事业。周华仁曾担任 16 年的民办教师，
1980年，他“下海”经商，做起了销售粉笔的
行当。有了积蓄后，接着又办起了小型纸
箱包装加工厂，收入可观。

去年，该村在推进“六村共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行动中，成立了由 20名返
乡“能人”组成的“新乡贤”理事会。理事会
一致推举周华仁为“新乡贤”理事会理事
长。当“官”后的周华仁发誓要对得起这个

“官帽”。今年3月，他萌生了出资改造家门

口附近的垃圾坑修建文化广场的念头。他
找到村干部，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再
三强调：小广场建好后，归村集体公共所
有，用于村里开展乡村各类文化活动使用。

他的想法与村里制订的乡村振兴设想
不谋而合。崔营村由于办公经费紧张，村
民们一直没有聚会和休闲娱乐的地方。在
接下来的“四议两公开”工作程序举手表决
大会上，会议全票赞成周华仁出资为村民
筹建休闲小广场的善行义举。

“修建这个小广场，共计投资了 6万余
元，我感到很自豪、很有成就感，大家伙也

都很满意。”周华仁说，小广场有 600余平
方米，彩砖铺就，两边建有大花池，花池内
栽有高低相间 10多种绿化树木，还就地取
材，借用临街农户宽大的后墙壁，用瓷砖镶
贴两幅长方形“迎客松”风景画，亮化广场
环境。同时，周围砌有条石凳，方便村民休
闲。

周华仁说 ，他打算再投资4万元，对小
广场进行再扩大，修建“感恩休闲亭”、垂钓
池，购置体育健身器材，组建腰鼓队等，丰
富小广场的文化元素。5

（谢辛凌 孙娟）

注销旧手机号，改用新手机号，这是很常见
的事。但如果在注销旧手机号时不解绑支付宝
等金融业务，往往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司法机关最近办理的一起盗刷支付宝案，就是
一个警示。

安某发现新办理的手机号码绑定有支付
宝，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好事”喜不自禁，吃饭、
购物就狂刷支付宝，殊不知已构成了盗窃罪。
4月 16日，南阳市唐河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盗
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现年 37 岁的安某是唐河县大河屯镇人。
2018年 4月，安某新办理了一个 182开头的手
机号。当她用这个手机号注册支付宝时，发现
该号码已被注册，绑定银行卡也绑定不了。当
她尝试用该手机号码绑定的支付宝为另外一个
手机充值时，支付宝发来一个短信验证码，她输
入验证码后，竟然充值成功，随后她几次用同样
的方法给手机充值都成功了。此后，她便使用
该手机绑定的支付宝购物、加油、去饭店消费，
从2018年 4月到10月份，先后消费和转账130
余次，共计1.75万元。

今年1月15日，邓州市裴营乡刘某报警称，
2018年 5月份以来，有人盗窃自己的银行卡内
存款，并且说几年前，他办理了一个手机号，注
册有支付宝，支付宝绑定的有其邮政银行卡。
2016年停用手机号码，而该支付宝也不再使用，
但没有解除绑定这张邮政储蓄卡。公安机关根
据刘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将安某抓获，
安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检察官提醒：信用卡、网上银行、支付宝等
电子金融业务，都推出了手机绑定功能，把手机
号码的使用者默认为银行账号或支付宝账号的
用户，通过手机号，可以实现更改密码、网购、转
账等操作。经常网购、使用网银的公司或个人，
手机号码绑定过金融业务，注销号码时，原有绑
定不会随之消除，应及时申请解除绑定服务，以
确保账户安全。5 （牛凌云 陈小强）

宁陵县阳驿乡八里井村位于宁陵至逻
岗公路 2.7 公里处，从去年春天开始，该县
新修的环城路由北至南穿过该村，要把此
处东西向宁逻大道 50米一段路拆旧铺新。
由于工程进展缓慢，该路段一东一西两方
向就落下两道高低差10多厘米的坎儿。

宁逻公路连接着逻岗镇、阳驿乡和城
郊乡、石桥乡，沿线有不少村庄，路上行人
和车辆很多，每逢车辆从八里井路过时，总
要受到强烈的颠簸。有一天，笔者看见一
位中年汉子用小三轮拉母亲进城看病，在
此受震动颠簸后，他的母亲竟呕吐了好大

一会儿。群众反映，道路不平给车辆行驶
埋下安全隐患。

邻近八里井村的退休老教师郭声传为
垫平道路，曾两次拉来黄土铺垫，可这黄土
经不住一场雨、几场风的侵袭，至今路上仍
留着两道坎儿。

宁逻公路在八里井落下的不平地段仅
有 50米，如果承建该段工程的单位能抓紧
时间用砂石、水泥铺上这段路，就能避免过
往车辆颠簸摇晃，也能消除安全隐患，群众
希望有关部门督促施工单位迅速修平这段
路。5 （屈效东）

当心中了免费发奖的套路
近日，某县工商和质量监督部门查处了一起名为免费

发奖、实则诈骗群众钱财的案件。
据介绍，骗子们骗钱的套路是这样的：
这些骗子们事先踩好点，在一些偏僻的村子搭建好

“舞台”，把诱人的礼品摆得满满当当的，然后以企业下乡
送温暖、新产品试用等名义进行宣传。第一天，开始派发
礼品后，村民们也拿到了免费礼品，不过这些礼品都是一
些不值钱的小东西。第二天，当有更多的村民来到活动现
场后，有很多人没有拿到礼品，此时骗子开始吆喝了：“明
天奖品价值更高，更好！”到了第三天，因为有了头两天的
免费派送，人来得更多了，不过这次要交600元的订金。有
村民问：“不是说免费送的吗，怎么还要交钱？”骗子回答：

“这600元订金其实就是看大家对本次活动参与的诚意，交
了钱后高档礼品就可以拿回家，等明天再来参与我们的活
动，这600元钱会全部退还的。”

有些村民经不住诱惑，交了钱抱回了“高档”礼品。
骗子拿到钱后说：“明天的奖品更多、更好，欢迎大家来
参与。”但是等到第四天，人去台空，骗子们早就携款跑
路了。

提醒大家，切莫贪小便宜，看紧自己的口袋。5
（张超）

近年来，随着农村公路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条条崭
新的柏油（水泥）路通达四方，既大大方便了农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和出行，又为美丽乡村振兴创造了十分便捷的交通
条件。可笔者最近走访时发现，在通往个别行政村和一些
自然村的村口沥青（水泥）路上，经常会有两个硕大的水泥
墩立在公路中间，使本来宽敞的路面仅留下一个小小的出
入口，只能过行人和一些小型车辆。

设置这些水泥墩的本意大概是禁止一些大型、重型
车辆通过，防止损坏农村公路路面，但这样做又使原本
该正常通行的车辆受到了阻碍，也给消防车灭火扑救工
作和今后农村客运班车通达工程造成了一定障碍。而
且未设立警示标志的隔离墩，还会因为夜间紧急刹车或
避让等因素诱发新的车辆交通事故。为此，笔者希望有
关管理部门采取相应对策，尽快解决农村公路隔离墩问
题。5

（卢学波 梁锦学）

莫让隔离墩变成“绊脚石”

受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加速、大量农村
生源往城镇转移、乡村学校撤并等多重因素影响，很多乡村
小学被闲置，甚至被废弃。

笔者建议，把那些废弃闲置的乡村小学改造成乡村幼
儿园或者乡村文化活动场所。当前，偏僻乡村地区缺少幼
儿园，为这些地区的幼儿办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善莫大焉。
而且，农村的文化氛围还没营造起来，农民自己又没有条件
建造农民文化体育活动场地，地方政府短时间内也可能没
有资金为农民提供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将闲置的乡村小学
稍加改造，就可以给偏僻乡村的孩子建一所幼儿园，或者建
成文化活动中心，帮助广大农民活跃文化生活，可谓是一举
多得。5

（马长军）

闲置的乡村小学应当发挥作用

近日，笔者骑车到位于郑州市航海中路郑州第二人民医院看望病人时，刚把电动车停好准备离开，一名中年女子跑过
来提醒道：“这里停车要收费的，请你先把停车费交了。”

这里距医院大门口一二十米远，停车也要交费？笔者问道。收费的人指着人行道边栅栏上挂的纸牌，理直气壮地说：
“这上面写着‘停车收费’你没看到？”笔者见到路边栅栏上挂了好几块停车收费纸牌，有的还写有停车收费的时间。

附近市民告诉笔者，人行道本是公共场地，这里人行道不仅可以停电动车、自行车，还可停小轿车，这种乱收费现象太
不像话了，政府该管管了。5 吴贤德 摄

来函照登

挂个纸牌子就能收费了？

村民的自留地与村庄，一河之隔，近在眼前，却须绕行近两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