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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政府有作为，老人更幸福

在西华县奉母镇，随意走进一个村庄、一
户人家，随机找一位老人聊聊天，他们都对现
在的生活很满意。

老人幸福度和满意度提升，源于多年来
当地弘扬孝道文化。

奉母镇以打造孝道文化名镇为立足点，
把孝道文化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让孝道文
化活在生活中。

该镇行政村以村组为单位，以相邻的街
坊邻居为主体，积极创新联户尽孝模式，组成
关爱留守老人和孤寡老人的队伍，每月的 20
日、30日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重点解决
低保、残疾、困难老人、五保老人等群体的生
活困难问题。目前，全镇已有关爱互助队伍
78支，开展活动 52次，解决了 760户困难群
众的900余件难题。

弘扬孝文化必须以党建引领，夯实根
基。奉母镇 35个村成立了村孝善理事会，全
镇 1720 名党员联系 3000 余农户，像结亲戚
一样，每月最少 4次到老人家里唠唠嗑、说说
话，了解老人的需求和真实情况，监督子女赡
养行为，示范引领普通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
约，争做孝善子女。

虽有好传统，也需硬手腕

历史上，奉母镇就以孝贤美德闻名遐
迩。镇政府所在地奉母城，源于明朝年间李
氏二兄弟争养其母而得名为“夺母城”。清代
时当地出了一个翰林王遵训，官至户部侍郎，

返乡祭祖，闻听此事，觉得“夺母”二字不雅，
遂将“夺母”更名为“奉母”。

至今，争养其母的李氏兄弟的后人在奉母
镇仍然人丁兴旺。奉母三村的李富亮是李氏
宗族孝道传承人。作为一名退休教师，他一直
在收集、整理、研究奉母城孝道文化，并热心组
织、参加各种尊老、敬老、助老公益活动，他本
人也被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评为“孝贤之星”。

迈进新时代，孝文化该如何弘扬？该镇
明确提出把开展孝道文化建设同创建学习型
乡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村镇、

“六村共建”、脱贫攻坚等工作结合起来，深入
持久地开展相关工作。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奉母镇在推进孝文
化进村入户过程中，十分注重解决与老人福

祉有关的民生问题，甚至不惜采取“硬手腕”。
一个时期以来，奉母镇出现了一些独自

在破旧小屋内生活的老人，日子过得颇为艰
难。为解决这部分老人的生活困难，该镇开
展了接老人回家活动。他们遍访全镇村头
坑边的低矮破旧小屋，摸清情况，劝说老人、
子女合户生活，签订赡养协议。为了防止反
弹，对合户老人的破旧房屋立即进行拆除。
脱贫攻坚期间，该镇送往敬老院集中供养
106 人，1600 余名老人与子女合户，签订赡
养协议 2000余份，其中子女主动接老人回家
居住生活 1200余人，拆除破旧房屋 1400多
所。

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钉子户”。镇党
委书记刘铁伟说，有一户家庭，让老人住在猪

圈里，工作组前去做其子女的思想工作时，遭
到老人儿媳的谩骂阻挠。派出所民警及时介
入，将涉嫌违法的当事人予以拘留。法制、行
政、社会舆论多管齐下，最终让那些“钉子户”
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将老人接回家中
赡养。

“孝贤”做载体，激发新活力

百善孝为先。西华文化底蕴厚重，“二十
四孝”之一“丁兰刻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如今仍有孝义寺和孝义寺村；“二子争母”的
故事流传久远，现在有奉母城遗址，敬亲、奉
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这些孝文化在西华
得到了系统的、完整的传承和弘扬。

在奉母镇，孝文化、乡贤文化不仅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而且融入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之中，进而提升了老人生
活的安全感、幸福感。

该镇每年两次聘请省、市医疗专家对在
家子女进行老人、小孩护理常识培训，让他们
不仅可以护理好自己的父母孩子，还可以学
到家政服务本领，增加收入。该镇还依托奉
北工业园区和扶贫车间建设，对群众进行劳
动技能培训，实现家门口轻松就业，既解决了
空巢老人无人赡养问题，又可解决留守儿童
无人关爱问题，还能实现高工资收入。

近两年来，该镇通过招商引资3.6亿元，创
办11家集加工、生产于一体的工业实体，实现
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争取资金3500余万元，
修建村内主街道 26公里、小街小巷 32公里。
投资300余万元，栽植树木，实现生态宜居；计
划投资 1000万元，建设 15000平方米主体孝
贤公园，前期清障工作已完成，文化广场、美德
碑亭修复、环境绿化美化正在进行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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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让有毒APP
成过街老鼠

连线基层

“光荣之家”授牌应有仪式

广告牌坠落伤人须担责

民事与法

□鞠实

据新华网 6 月 16 日报道，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近期在“净网 2019”专项行动中

发现，10 款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存在于移动应用

发布平台中，其主要危害涉及恶意扣费、隐私窃

取和赌博三类。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先不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

移动应用，并打开手机中防病毒移动应用的“实

时监控”功能，第一时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

动。

就相关效果看，这些提醒、限期下架等措

施，在帮助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一定作

用，但并没有根治类似有毒 APP 的花样再现。

比如，此次曝光的 10 款有毒 APP，虽然从名字

等上看，是新的有毒 APP，但就本质危害手段等

方面上看，与以往的有毒 APP 并无二致，同样

是恶意扣费、隐私窃取等。这说明，这些有毒

APP 缺乏监管部门直接有效打击，违规违法成

本较低而获利巨大。

我国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

规定，经营者不经消费者同意，不得直接或变相

强行向他们推广相关服务项目，也不得使用模

糊或使人误解的方式方法，诱使消费者接受相

关服务或收费。网络安全法等则规定，对于消

费者的相关隐私信息，相关网络经营者也不得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随意收集或过分收集他们的个人隐私信

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

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

属于刑法第 303 条规定的“开设赌场”；明知他

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

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以赌博罪

的共犯论处。再看此次曝光的涉及恶意扣费、

隐私窃取和赌博等 10 款三类有毒 APP，明显违

法违规乃至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

又一批 有 毒 APP 被 曝 光 ，无 疑 又 是 一 封

“举报信”，既警示有关方面仅靠以往的曝光等

手段难以有效遏制类似的有毒 APP 出现，也提

醒有关职能部门等要顺藤摸瓜，及时深入查

处，让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震慑后来者不敢

再胡作非为。

□本报通讯员 庞磊 梁丹

徐国义是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灌涨供
电所职工，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在对越自
卫反击战中，荣立二等功。2018年 4月，被
选派为内乡县瓦亭镇山南村扶贫驻村第一
书记。

初到山南村，徐国义看到住进移民新村
的贫困户并没有因为搬迁而形成好的生活
习惯，乱扔垃圾的现象很普遍。为一点小事
邻里之间、家庭内部经常闹矛盾。在这样的
环境里，孩子们受到的影响很大，大部分都
不讲卫生，没有礼貌。他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

他想到了传统启蒙教育经典《弟子规》，
就自费印制了 400本《弟子规》，免费发放。
在村里开设了道德讲堂，晚上授课。第一天
晚上，稀稀拉拉来了七八个家长和孩子。有
村民说：“《弟子规》能当饭吃？第一书记是
不是个精神病？”

他没有把风凉话放在心上。他准备了

糖果、香蕉、苹果等吸引孩子们来听，孩子拉
着大人来听。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走进
他开办的道德讲堂。

徐国义声情并茂的授课，赢得了山南人
的喜爱和称赞。住在瓦亭镇上的10岁孩童
时康听入迷了。只要听说徐国义讲课，时康
就要家长送他来听。现在，每晚在村部门前
的小广场上，听徐国义的道德讲堂，成了山
南村人固定的文化生活。

徐国义不只是在课堂上讲《弟子规》，他
还注重用实际行动教育身边的人。

徐国义领着孩子们把村里的垃圾都拾起
来，放进垃圾箱，改善村容村貌。为了帮助孩
子养成卫生好习惯，徐国义开展了劳动竞
赛。捡垃圾多的孩子，奖励一个水果或者面
包。村里的垃圾捡完了，徐国义又领着孩子
们挨家挨户查看卫生并帮助清理垃圾。由小
孩子来督促大人讲卫生。这一招非常奏效。
很快，山南村变了，变干净了，户外的垃圾不见
了，院子里、室内的卫生状况也有很大改善。

山南村没有理发店，理发得去 7公里外

的瓦亭镇。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来说，理发是个实实在在的困难。看到这个
情况，徐国义买来理发工具，给村民义务理
发、刮胡子。

为下肢瘫痪的贫困户修理轮椅、打扫
卫生；帮助那些缺少劳动力的贫困户晾晒
小麦、玉米；开着他的“爱心车”电动四轮车
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到瓦亭镇上买东西、
看病……徐国义做的好事数不胜数。

“为了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徐书记想
了很多办法。附近的金银花基地需要采摘
的人手，他开着自己的电动四轮车拉村民去
挣钱。他还帮助村民到县城里找工作。”山
南村支书黄献礼说。

有了群众的信任，徐国义的驻村工作开
展得十分顺利。国家的扶贫标准、补助流
程、脱贫办法……每样政策经他说出来，村
民们都很信服。

道德讲堂开办整整一年了，山南村的孩
子们都亲切地称徐国义为“徐老师”。“这个道
德讲堂我会继续办下去！”徐国义说。5

老兵徐国义的道德讲堂
百姓素描

新郑龙湖有人夜里挖山

前天，笔者途经新郑市龙湖镇梅山村附近，沿着山中土路行驶时，发现土路尽头山中挖了两个直径几十米的大坑。
当地村民告诉笔者：这里原本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山林，紧挨大坑边就是村民们的樱桃园。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有

挖掘机和运输车辆出入大坑挖土运土。由于出入这里的运输车辆都是超大型车辆，轰鸣声吵闹得村民彻夜难眠，他们多次向
当地国土等部门举报，却不见任何效果。村民们盼望当地政府重视此事，禁止夜间从大坑里挖掘运输土石，保护梅山环境。5
吴贤德 摄

现实生活中，人们会经常碰到诸如高空坠
物、广告牌脱落等飞来之灾。

6月4日，正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广告
牌坠落引起的侵权赔偿纠纷案件，法院依法判
决广告牌管理人李某赔偿受害人各项经济损失
13.7万元。

李某是一个体餐饮老板，经营包子、胡辣汤
等早餐饮食。为吸引顾客到其餐饮店吃早餐，
在其经营的门店门头上面悬挂一广告牌。今年
3月的一天，当张某步行路过李某门店时，头顶
一块广告牌突然掉下来，将张某砸倒在地。事
发后，张某被及时送到医院，在医院里治疗了
18天。张某被砸伤后，李某垫付医药费，住院
期间还给了张某1000元生活费。出院后，医生
说还需要后期治疗费 1.5 万余元。经过鉴定，
这次意外伤害给张某造成了9级伤残。

随后，张某将广告牌所属管理人李某告上
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伤残费共计 12.7万元，
另外还主张了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遭遇，属物件致人损
害引发的赔偿纠纷。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
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
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广告牌管理人李某
应对张某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庭审查明事实，张某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
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鉴定费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
金，综合考虑张某的伤情、管理人李某的过错
程度、事发后李某的理赔态度等因素，法院酌
情支持 1万元。广告牌所属管理人李某合计
赔偿张某各种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13.7万元。

办案法官提醒：高空悬挂物的所有人、管理
人，一定要定期检查高空悬挂物，以防悬挂物坠
落伤人事件的发生，给他人造成伤害，也给自己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5 （正杨）

汛期即将来临。最近，笔者下乡走访时
发现，有关部门只重视对大江、大河、大渠的
治理，而忽视了对小河、小沟、小渠的整修。
重视“大”的治理是完全正确的，但也不可忽
视“小”的整修。近年来，随着乡村经济的快
速发展，土地变得越来越金贵，惜土如金的农
民为了多打粮、多创收，先后填平了田间的排
水沟和地头沟，就连一些原来排水用的小沟、
小渠也都被平整成庄稼地了，或植树，或种
菜，或养殖等，使原来排泄畅通的水利网变为
了平地，这样一到汛期就会造成排水不畅，大
面积的庄稼和树木被活活淹死，让人十分心
痛。

笔者建议，要做好充分的防汛准备，必须
先从“小处”抓起。积极动员农村广大干部群
众把村内主要街道的排水沟修理好，把村内和
田间通向村外的小河、小沟、小渠修理好，保证
小沟通大沟，大沟通小河，小河通大河，畅通无
阻。确保汛期稳定和绝对安全。5

（卢学波）

时下，“厕所革命”正在推进，广大农民自觉
搞好环境卫生的习惯正在形成。

欣喜之余，笔者发现，这项工作在各地进
展并不平衡。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而党员
干部带头作用发挥得如何，则是一个非常关
键的因素。笔者所在乡在改厕工作中，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广大村民纷纷效仿，
全乡出现了“争抢”改厕材料和技术员的情
形。可有些地方在改厕时，虽然会没少开，村
组干部也通过多种形式大讲特讲“厕所革命”
的好处，要求农户落实，因为只注重“言传”，
忽视了“身教”，村民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
难舍沿袭多年的旱厕，改厕积极性不高。有
人问村民：“旱厕改造对居家卫生和健康都有
好处，政府又大力扶持，你们怎么不搞？”村民
反讥道：“光说好，那××村干部、××组干部
怎么不搞？”这话听起来噎人，倒是实话，很值
得深思。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农村工作宣
传发动必不可少，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的村组干部，在号召农户搞好“厕
所革命”等工作的时候，自己先当带头人，用行
动说话，比光讲大道理要有说服力。5

（马晓冲）

近日，一位退伍老兵告诉笔者：这段时间村
里正在发放“光荣之家”牌，发放方式让人不
满。村里大喇叭通知他们，自己到村委会去领
取，然后自己将铭牌钉在门旁。

这种“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做法，违背了
退役军人事务部悬挂“光荣之家”牌的初衷。不
要小看这块光荣牌，虽小但分量重，它彰显了军
人的尊严、荣誉和社会价值，也体现了党和政府
对烈属、军属及退役士兵等的关心、关怀。悬挂
光荣牌，也是我国拥军、优属的一项光荣传统。
退役军人事务部特别强调，在悬挂“光荣之家”
铭牌时，要举行俭朴、隆重的仪式。

在此，笔者呼吁，给军人家庭颁发“光荣之
家”牌，不能图省事、赶时间而一发了之，应该郑
重其事地举行悬挂仪式，积极营造“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的良好氛围。5 （闫占廷）

让孝贤文化活在生活中
——西华县奉母镇弘扬孝道文化的新探索

防汛切莫忽略小处

“厕所革命”
干部要带头

来函照登

西华县奉母镇敬老院的老人们在一起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