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712381236 QQ群：25454403qgb8989@126.com0371-65796365 65796390 基层之声│072019年 10月2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翁韬

周末从县城回农村老家，途中看到几个行政村用彩色篷
布搭建在路旁的“三夏禁烧指挥部”，依然在“坚守岗位”，路旁
树上还悬挂着一幅幅禁烧宣传条幅。

每年“三夏”秸秆禁烧季节，各地基层党委、政府都会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做好禁烧宣传工作。为达到宣传效果，除了采
取临时搭建指挥棚、散发告知书、广播宣传、张贴政府通告等
措施外，还要制作和悬挂大量的宣传条幅。

一位朋友介绍，某镇有 30个行政村 150个自然村，每 1
个行政村平均悬挂宣传条幅 10幅，就是 300幅；每个均长 8
米的条幅价格按 60元计算，就是 1.8万元。那么一个普通规
模的县大致就得悬挂几千个、价值二三十万元的宣传条
幅。如此计算，对于一个市、省而言，宣传条幅支出的费用
更大。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笔者建议，各级
政府应该将本年度的“三夏”秸秆禁烧宣传条幅及时保留存放
起来，来年再利用，这样既能节约办公经费，也能体现循环利
用的环保理念。6 （李现理）

我们是居住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天
泽街的顺驰第一大街社区的部分居
民，近年来，由于紧邻社区的天泽街
上多家饭店存在污水、油烟乱排放等
环境污染问题，我们顺驰第一大街社
区尤其是舒水湾的居民饱受污水油烟
之苦。

2004 年前后，我们购房时，天泽
街名叫“淘珍街”，两侧的商铺挂满了
珠宝、玉器、茶叶等招牌。谁也没想
到，几年之后，这里成了油烟滚滚、污
水横流、噪声聒噪的“美食一条街”。

让居民们难以接受的是，沿天泽
街开办的饭店，餐饮污水是直接排到
社区生活污水管道里的，但社区的生
活污水管道根本经不起饭店的“重口
味”，三天两头的堵塞成了家常便饭，
重则屎尿、油污横流，轻则污水倒灌到

社区的排污管道内，造成地下室、储藏
室等积水严重。社区的排污管道患上
了“顽固性肠梗阻”，管道疏通公司整
天忙着疏通污水管道，臭气经常飘荡
空中。

据了解，饭店的厨余垃圾和污水
是要经过二次甚至多次过滤才能达到
排放标准的，但这些饭店的油污大多
不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饭店后厨的
油污池呈半开放状态，且常常溢出、堵
塞小区污水管道。

虽然这些饭店按规定已经进行过
油烟排放改造，政府有关部门也进行
了验收。但可以确定的是，油烟污染
仍然十分严重，一到饭点，各家饭店飘
出的油烟味、辣椒味等各种“风味”在
整个小区弥漫。

为了维护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我们代表全体社区居民呼吁有关部门
能行动起来，改变这样的状况：一是排
污（水、气、噪声）不达标的天泽街饭店
尤其是舒水湾西侧的饭店停业整顿；
二是将饭店的排污管道和小区的排污
管道进行分离改造，使饭店和小区污
水“各行其道”；三是将饭店的油烟机
和油烟管道移出小区，改成向外排放
或者地下排放。

我们希望环境保护部门、住建部
门、城市执法部门以及办事处、社区等
有关部门，能够重视社区几百户居民
的呼吁，尽快全面清理整治各类卫生
死角，解决困扰我们社区居民的实际
问题，还我们一个干净、绿色、和谐、宜
居的环境。6

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街道顺驰
第一大街部分居民

□黄海涛

“江河里的水被蒸干了, 后羿怎么‘蹚’过九十九条大

河？”

“蚌的肉被鸟嘴夹住，蚌又用壳把鸟嘴反夹住，它们是怎

么开口说话的？”

从《羿射九日》到《鹬蚌相争》，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孩子对

教材提出质疑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网上的评论和反馈来看，大部分家长和老师认为孩子

的质疑具有合理性，人教社也及时作出回应，并对细节问题作

出解释和答复。且不论针对争议点教材最后会不会进行修

改，就孩子不惧权威、敢于质疑的精神而言，就值得老师和家

长肯定。

在传统教育理念中，孩子视教材和教师为权威，对书本知

识没有自己的见解，被动接受的居多。就算有个别孩子发现

了细节问题，教师或者家长要么选择直接忽视，要么用“别钻

牛角尖”作答。一次两次，孩子的提问得不到肯定回应，就会

对问题麻木，认为“书上说什么就是什么”，质疑精神就这样被

扼杀在萌芽状态。

可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我们人类社会每一次的创新和突

破，科研上的每一个发明和创造，大都是在质疑和探索中取得

的。没有质疑就发现不了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思考、探索、

碰撞，更谈不上创新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发现问题比解

决问题更重要”。因此，就教育而言，培养孩子，不仅要培养他

们对知识的接纳，更要培养他们的发现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特别要呵护孩子的质疑精神。

青少年正处于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对事物反应敏感的

特殊阶段。作为教育者，针对孩子提出的《羿射九日》到《鹬蚌

相争》中的疑点，如果能跟孩子讲清楚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的

区别，同时又和孩子一起探讨、论证，这对培养孩子的求异思

维和发散性思维尤其宝贵。

从这个角度说，改变权威者的姿态和眼光，呵护孩子的

质疑精神，做到“精准引导”，需要教育者的勇气和智慧。当

然，在教育理念不断革新的今天，这也是教育者的责任和义

务。6

“大爷，大娘，你们还认不认得我？
我是你儿子的同学啊，咱还是亲戚……”
空巢老人如果遇到这类陌生人的开场
白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因为您有可能被
不法诈骗分子给盯上了。10月 8日，正
阳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针对空巢
老人实施的诈骗案件。

据被告人王某交代，他爱好赌博，自
己又没钱，就想冒充别人亲戚的办法骗
钱。他作案时一般都会在村里寻找独居
的空巢老人，找到诈骗对象后先跟老人
打招呼，碰到女的就叫大娘，碰到男的就
叫大爷，骗取老人信任。到老人家中后，

他会观察是否有年轻人，如果没有，他就
会跟老人说“我现在要去办点急事，手里
钱不够，想在您这借点钱，我已经跟您儿
子打过电话了，是他让我到您这里来拿
的，过几天还给您。”等老人把钱拿给他，
他就骑着摩托车迅速逃离现场。通过这
种方式，被告人王某一年时间诈骗了老
人财物15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
诈骗罪。法院遂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

王某有期徒刑 2年 11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3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某违法
所得。

法官提醒：近年来，农村青壮年纷纷
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增多。由于多数农
村留守老人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年龄较
大且信息闭塞，面对“不速之客”的来访
很容易相信对方并上当受骗。在此，提
醒留守老人特别是空巢老年人，接到陌
生人电话或者陌生人询问自己的情况，
尽量不要搭理，遇到“亲戚”借钱急用的
情况，最好先电话联系自己的家属、朋
友，谨防上当受骗。6 （正杨）

实施垃圾分类制度日渐成为社会
共识。垃圾分类制度的推广一方面可
以通过立法、宣传、监督和执法，进一
步要求市民遵守法规，增强参与垃圾
分类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也
可以从娃娃和中小学生抓起，通过学
校平常上垃圾分类课、开垃圾分类课
主题班会,教育孩子知晓垃圾分类的
知识，增强垃圾分类是保护环境、节约
资源的意识。

“大手拉小手，共建幸福家园”。
建议各地幼儿园、中小学经常性地给
孩子上垃圾分类课，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为幼儿园孩子编发垃圾分类课本，
传授娃娃们规范、正确的垃圾分类知
识，及早养成参与垃圾分类及投放的
良好习惯。

一个孩子从小就参与垃圾分类及投
放文明行为的养成，就有可能带动和影
响一个家庭里其他成员自觉参与垃圾分
类及投放，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推进和提
升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让城乡环境更
美好。6 (韩虹婷)

来函照登 议论风生

请呵护孩子的质疑精神

宣传标语应循环再利用

连线基层

这些年，农村很多行政村都陆续开
通了公交客运汽车。但是，在新开通公
交车的站牌上，有的把十几个站名标错
好几个，甚至有的一条公交客运线上几
十里路程的所有站牌一错到底，令人哭
笑不得。

农村新增加的公交站名，基本上是
以村名为站名。站名的标示错误往往
有以下两种，一是将站名与同音字混
淆，张冠李戴，名不副实。二是生造出
音同字不同的字标示在站牌上。

村庄，是村民祖祖辈辈生活数百
年、上千年的家园；村名（站名），是子子
孙孙记住根、留住乡愁的精神寄托。建
议相关部门在设立农村公交站名时要
慎重，应当走出办公室深入村庄调查，
求得准确无误的站名（村名）；对已设置
有误的站名，来一次全面清查，尽快给
予更正。6 （盛德劭）

餐饮排污很任性 周围居民很受伤

农村公交站名
要规范

给学生增加
垃圾分类课

社会视点

假装亲戚骗老人获刑
民情与法

现场目击

10月14日下午，在新郑双鹤湖公园里，一摄影者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攀爬到护栏上给一对新人拍照。笔者在此提
醒游客，景色虽迷人，游园需文明。6 李新义 摄

景色虽迷人 游园需文明

饭店油烟管道下油污满地。（图片由业主提供）

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有接到过推销电话的经历，近年还出
现了一些“录音式”的，让人不胜其扰。后来通过询问专业人
士才知道，有些电话是机器人代替人工拨打的，一个智能机器
人一天能拨打5000个电话。

据介绍，机器人公司研发了一种探针盒子，只要附近用户
打开无线网络，它就能收到该用户手机的MAC地址，进而收
集到用户的手机号码。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技术，越来越广
泛地被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给群众带来诸多的便利和好处。
但有些被歪用的人工智能技术需要警惕，比如：通过机器人拨
打骚扰电话、AI相面、网上赌博、大数据算命，甚至用人工智
能技术兜售假冒伪劣商品、发布虚假信息等。

这种借科技之名、行“吸金”之实的做法，不仅无益于群
众的生产和生活，还会给社会带来明显或者潜在的危害，甚
至会演化成公害。

有关部门要引导人们正确认知、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同时，要加大监管力度，对非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侵
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予以打击，并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净
化和优化人工智能应用环境，让那些歪用人工智能的行为
无处藏身。 （沈涛）

人工智能莫歪用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郑州经开区纪工委推动学
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把
开展主题教育同促进本职工作、提高
履职能力结合起来，大家认认真真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认认真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认真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努力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确保主
题教育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

经开区纪工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等必读篇目，跟进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文章，在
学深悟透、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
夫，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理论素养。

抓好个人自学，增强学习的自觉
性、主动性。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经开区纪工委以个人自学为主，
灵活采取平时抓紧自学、以会代训领
学、进党校高校讲课、沉到基层宣讲、
在交流中互学等“五种方式”加强学
习，要求大家每天学习不少于 1小时，
集中教育期间学习篇目不少于 60篇，
以理论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命。

抓好班子领学，让学习气氛火起
来。经开区纪工委强化班子引领示范
作用，抓好集中学习研讨，围绕党的政

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想信念、宗
旨性质、担当作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党性修养、廉洁自律等方面，把学
习研讨与守初心、担使命结合起来，并

利用机关周学习例会定期开展集体学
习，列出专题进行研讨。

抓好统筹结合，进一步提升学习
效果。经开区纪工委结合全员培训促
进深学，不断强化党员干部政治能力
和业务素质；开展先进典型教育，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激励作用；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接受党性洗礼，强化党
员身份意识；回顾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郑州发展的辉煌成就和经开区建区以
来的飞速发展，激发热爱郑州、奉献经
开的内生动力。

抓好以案促改，进一步筑牢思想防
线。经开区纪工委通过深刻剖析邱大
明、杨锡怀、彭如祥、史海坤等近年来发
生在纪检监察队伍中的反面典型案例，
以案例明法纪、促整改，发挥警示作用，

筑牢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防线。
“我们要通过踏踏实实、持之以恒

的学习，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建设，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
政治素养、履职能力。”郑州经开区党
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武斌说，全体纪
检监察干部一定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自觉做到一心向党守初心、一心为
民践宗旨、一心干事担使命，并把初心
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
自觉行动。

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
际学，经开区纪工委的纪检监察干部纷
纷表示收获很大，一定要切实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推
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郑州经开区纪工委主题教育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

主题教
育 开 展 以
来, 郑 州 经
开区纪工委
兴起理论学
习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