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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餐饮后厨
“直播”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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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现场

不当使用远光灯
发生事故要加责

□吕好玫

据报道，今年以来，我省大力实施“互联网＋

食品安全监管”，目前，全省已有近 2 万家餐饮单

位通过“舌尖安全网”实现后厨实时“直播”，消费

者可全程观看食品制作情况。据悉，全省餐饮供

应者的加入热情很高，每天平均有 200 家餐饮单

位加入“直播”。实行餐饮后厨“直播”，是为了推

进“明厨亮灶”，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值得点赞。

实行餐饮后厨“直播”，就是把餐饮食品在洗

消间、操作间、凉菜间、留样间等环节的食品制作

过程进行全方位公开，让人民群众从以往“可感”

转变为“可视”“可知”“可查”，这样群众就可以

对餐饮厨房的食品清洗消毒、切配烹饪、凉菜加

工和环境卫生等环节进行监督，防止不安全行为

发生。

时下，对食品安全问题，很多群众仅以自己的

认知作为判断标准，这种靠视觉感官来评判食品

安全的做法，只看到食品成熟后的表象，没有看到

食品的制作过程，难免偏颇，难免不放心。而通过

让食品制作“看得见”，满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

监督权，有利于防止人为性破坏和影响餐饮食品

安全问题的发生，更有利于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

同时，这种做法，还有利于敦促餐饮单位及其

员工履行主体责任，增强自律，自觉遵守相关食品

安全制度，加强内部管理，把餐饮食品安全放在心

上，把好餐饮食品卫生质量关，确保加工、制作、销

售的食品安全，让群众吃得放心、安心。

当然，实行餐饮后厨“直播”了，也并非万事大

吉。比如，有的食品制作是祖传手艺，厨师不愿意

向外泄密，希望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种情况如

何保障群众知情权则需要有具体可行的办法。特

别是，购进食材是否实行了有效监督，厨房内的检

测仪器和消毒柜是否合格达标并正常使用，厨师

的资质证、健康证是否齐全，等等，这些方面也需

要加强监管并及时向群众公示。5

近年来，由于部分司机不按照规定使用远光
灯，导致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不正确使用远光灯
已经成为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给自己及他人生
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近日，正阳县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因在驾车过程中未正确使用远光灯
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王某因此被加重承
担了赔偿责任。

今年 7月 26日夜 11时 31分许，正阳县居民
陈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无号牌
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县城明临路与南环路入口路
段时，与王某驾驶的轻型厢式货车相遇。此时，王
某不时地打开和熄灭车大灯，致使陈某看不见道
路，与王某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王某车上搭乘人
员王某某当场死亡。

公安交警认定：陈某因违反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驾驶机动车且未让直行车辆先行的规定，承
担事故主要责任；王某因违反超过限速标志最高
时速的规定，承担次要责任；王某某不承担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
取交警部门的监控视频及事故现场照片查明，事
故路口无遮挡，视野开阔，被告王某在驾车过程
中，面对来车没有正确使用远光灯，违反道路交通
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加重
了王某 10%的赔偿责任，依法判决被告王某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远光灯是汽车上重要的功能装置，
对于夜间驾驶员的视线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目
前滥用远光灯现象相当严重，错误的时间、地点
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提高行车安全，反而会增加
危险事故的发生概率。滥用远光灯属于非法行
为，不仅要罚款扣分，如果出现交通事故，还会加
重应承担的责任。奉劝那些喜欢使用远光灯的
朋友，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在驾车过程中，应
当正确使用远光灯，确保不影响来车的行车安
全，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将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5 （正杨）

民情与法

省道 238 洛阳市伊川县彭婆镇段，近期
车祸频发。仅 10月 8日到 10月 13日六天时
间，彭婆镇附近就发生五起车祸。

造成这一路段近期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
是，伊川县有关部门为了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不让大货车通过洛栾快道双向八车道的
大路，而是让它们绕行至只有双向两车道的

省道 238。而省道 238线彭坡镇段是镇政府
所在地，更有集贸市场、村庄、学校等，人口
密集，加上大货车速度普遍较快，造成事故
不断。

为防治大气污染而不让大货车走洛栾快
道 S208 线的措施，其实并不能减少大气污
染，相反，却增加了大气污染和安全隐患：一

是走洛栾快道车辆怠速少，燃油燃烧充分。
二是大路建设得好，灰尘少，车辆通过尘土飞
扬更少。三是大路通行效率高，村庄少学校
少，人少，更安全。并且，洛栾快道和 S238、
S243 都是省道，但大货车从 S238、S243 通
过，由于村庄多，人口密集，路况差，大货车驶
过时尘土飞扬，造成了更大的环境污染和安

全隐患。
对此，彭婆镇周边群众意见很大，多次呼

吁有关部门进行整改，可迟迟得不到回音。
在此，我们希望通过媒体公开呼吁，请有关部
门尽快就上述问题进行整改，还群众一个
安全放心的出行环境。5

（伊川县彭婆镇群众 戴闫仁）

省道238伊川县段事故频发须整改

“我这把老骨头，若不是遇到了张庆兰大妹子，早就死掉
了。”近日，病床上的汤存兰老太太流着眼泪对笔者说。

张庆兰是一位 74岁的老太太，身体硬朗，老两口一块
生活，家住固始县徐集乡白羊村周集村民组。汤存兰已87
岁高龄，老伴去世 20多年了，膝下无儿无女。两位老太太
同村但不在一个村民组，两家相距 300多米。2016年 3月
的一天，汤存兰眩晕后摔倒了，被送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
却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汤存兰老人偏瘫卧床以后，张庆兰十分牵挂。张庆
兰让老伴买来一个饭盒，从此，无论寒冬酷暑，每天提着
饭盒去汤存兰家送饭，帮助老人收拾房间，擦洗身子、洗
衣服。有时张庆兰喊上老伴一块帮汤存兰穿好衣服，扶
她坐上轮椅，推着她出去走一走。没有人在身边时，汤存
兰老人解大小便常弄脏衣裤，张庆兰总会不厌其烦地帮
助汤存兰换掉，将汤老太太身体擦洗得干干净净，顶着异
味将衣服洗好晾晒好。

汤存兰没牙齿了，胃口也不是很好，张庆兰每天做的
饭菜全部是软食物，尽量变着花样。汤存兰血压高，每天
的药都是张庆兰一手端水一手拿药帮助汤老太太服下
去。夏天，张庆兰和老伴把汤老太太的蚊帐支好，每天用
温热的湿毛巾帮她擦洗身子；冬天，老两口把汤老太太家
的窗户封闭严实，被褥整理好……

前不久，在徐集乡党委政府召开的“崇尚文明、和谐友
善”工作推进大会上，张庆兰受到了表彰和奖励。5

（丁昌铭）

笔者近日下乡调查时发现，在一些偏僻农村，许多孤寡
老人由于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成了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服
务的“盲区”，老人们期盼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爱和帮助：

一是期盼文化活动多开展。他们希望能成立老年人社
团组织，组织开展一些诸如戏曲、象棋、读报、门球类等老年
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二是期盼能定期体检身体。许多老人渴望能像城市人
那样每年定期体检身体，期盼卫生医疗机构体检服务到社
区、到村、到户。

三是期盼能成立公益维权机构。许多老年人期盼能
成立为他们服务维权的公益机构，成为他们维护合法权
益的“坚强后盾”，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安享幸福晚年。5

（卢学波 梁锦学）

最近，笔者听到一个编撰《镇志》的朋友“吐槽”：现在
部分村报送的用于《镇志》编撰的村情概况、风俗人情、民
间传说、村级发展、乡贤文化、大事记以及村党组织、村委
会换届和村干部任职等资料，不够齐全、完善、准确，令人
焦急和惋惜。

建议政府地方志工作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重
视和加强农村村级档案管理工作，采取得力措施补上这块
短板。一要设立村级档案资料室，解决档案资料存放的问
题。二要设立档案员岗位，明确其专门负责本村相关文
件、资料收集，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人和事的资料文稿采写，
并及时归档。三要设立保障制度，对村档案员给予适当的
费用补助。同时，上级政府地方志工作主管部门每隔一至
两年要对村档案员开展相关业务培训；要加强对村级档案管
理工作检查指导；建立表彰奖励制度，对村档案员先进个人
予以表彰奖励，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5 （韩虹婷）

农村孤寡老人有“三盼”

要重视村级档案管理

百姓故事

七旬老太
悉心照料八旬老太

近日，在豫西某城区主要干道上，笔者见到一辆拉着满满一车废旧板
纸的三轮车在行驶，过往市民见此情景都很担心。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
非机动车辆的管理，以增强群众的安全感。5 王家臣 摄

近日，笔者途经固始县方集镇小畈村时，发现该村孩子
们上学要走的路段坑坑洼洼，机动车行驶在该路段上颠簸
得很。

村民们告诉笔者，全村 100 多名孩子常年去镇上小
学、中学，约2公里路程。遇上阴雨天路面坑洼积水，孩子
们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水坑里，要穿着湿鞋湿衣服上学。村
民们盼望有关部门修好这段路，让孩子们上学走路不再发
愁。5 吴贤德 摄

拉“山”过市很危险

孩子们上学行路难

“现在打开微信，可以直接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内容进
行学习，方便多了！”近日，南阳唐河
县供电公司农电服务公司党支部的
党员曲凡平看着党建微信群内的消
息说。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强化党员管理，唐河县
供电公司通过“掌上学习”扩大党建
知识覆盖面，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深
学、实做、真改。“掌上学习”激发党员
学习热情。利用微信实时、通信便捷
等功能优势，建立党建知识微信平
台，实时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学习资料在群里共享，强化学
习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群内成员
通过微信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资料等

自行开展学习，营造“比学赶超”的良
好氛围。“掌上学习”实现党员沟通

“零距离”。将党建知识微信平台与
革命传统教育、先进典型学习、年度
工作重点有机结合，深化“碎片化时
间”“立体化应用”的融合探索，党员
通过微信平台学习的同时，可以随时
随地交流心得，实现党员与组织、党
员与党员之间的有效沟通。“掌上学
习”激发党建新活力。在党建知识微
信平台，及时更新党建工作亮点及动
态，畅通信息渠道，用好、用活党员

“微信群”，使党支部工作覆盖到每一
位党员，切实增强凝聚力，提升工作
效率，实现党员从逐级学习向同步学
习的转变、从固定课堂向移动课堂的
延伸。 （田嘉慧）

“掌上学习”
打造党员教育“移动课堂”

今年以来，镇平县供电公司
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管理
水平提升，加快推进党建与业务
工 作 深 度 融 合 ，积 极 实 施“ 党
建＋”安全项目，在变电检修、输
电运维、配电抢修、电网建设等 7
个专业，探索开展“党员无违章
示范岗”“党员安全责任区”“党
员安全先锋岗”创建活动，制定
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和创建工作
流程、创建标准、创建周期、检查
考评、授牌命名及表彰奖励办
法；该公司党委组织相关业务部
门党支部书记及相关专业的党
员业务骨干，定期对各个专业的

创建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及时查
短板，强弱项，抓提升，督导参与
创建的各个专业党员做到“五个
带头”，充分发挥一线党员在守
制度、反违章、保安全中的示范
带动作用，引领作业班组其他人
员 自 觉 遵 守 各 项 安 全 规 章 制
度。截至 7月底，该公司共创建

“党员无违章示范岗”5个、“党员
安全责任区”6个，“党员安全先
锋岗”7个，涉及一线班组 13个，
所有参与创建的一线班组均实
现“零违章、零事故”的安全管理
目标。

（裴晓阳）

镇平县供电公司
“党建＋”促本质安全提升

今年，郑州经开区九龙党工委
高标准高规格建设了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面向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集教育、展示、交流、管理
和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党员政
治生活基地。党员政治生活馆建筑
面积 2500 平方米，由 7个功能厅和
4个综合区组成。场馆以丰富的党
史宣传学习、见证时代的高质量发
展、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充满乡情
的村史回忆等多个建设内容，吸引
观摩团 120多个、党员群众 6000 余
人次。

党员政治生活馆通过参馆+主
题党日活动，参馆+党课培训，参馆+
廉政教育活动，将各支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到党员政治
生活馆中进行，各支部党员边参观学
习边讨论，真正达到有所学、有所感、
有所获，党性修养在润物无声中得到
提升。九龙办事处目前已连续举办
六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课培训，分别邀请专家学者和党务
工作者对辖区近 600名党员干部讲
述理论政策、党务工作知识等课程。
在村情村史厅，收藏陈列了织布机、
藤筐、木耧等老物件及党工委精心编
制的村志，村内的党员干部从九龙政
治生活馆出来后，思想深深地受到启
发，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工作，不断
反思总结，真正为家乡群众做些实
事。 （衡龙云 肖留记）

郑州经开区九龙办事处
有个党员政治生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