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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水”建好更应管好
舆论关注

直击现场
民情与法

议论风生

消费券需打破消费壁垒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谢辛凌

“小农水”作用发挥喜忧参半

刚入4月中旬，沈丘县刘湾镇小麦高
产示范基地，麦田一片墨绿，长势喜人。
静静地矗立在地头的机电配套的机井房，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小麦长得好，主要得益于农田水利
设施建得好。”在田头查看小麦长势的该
镇西板桥村种粮大户王振海告诉记者。

“过去农田缺水，只能靠天吃饭，自从
实施了‘小农水’工程之后，望天收的薄地
变成了高产田。”王振海说，“小农水”工程
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然而，这几天，记者在豫东、豫北平
原农区也看到，一些“小农水”工程由于
缺乏机电配套设施，或者机电配套设施
损坏，依然存在农民用拖拉机带动水泵，
从机井中抽水灌溉农田的情况，既费时
又费力。

“几年前，浇灌农田可方便，只要电闸
一开，哗哗的井水就顺着田间的小水渠流

到了田间。自打机电配套设施损坏后，我
们只好用这种笨办法给庄稼浇水。尤其
是一些田间水渠损坏后，距机井较远的地
块浇水很麻烦，家家都必须备一条很长的
输水带。”原阳县齐街镇孟寨村一位农民
如实道来。

近年来，国家每年都有农田水利项目
工程开工建设，并由此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同时，农田水利设施
重建设、重使用，轻管理、轻维护的现象也
日益凸显，导致一些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
修或者损坏之后缺乏及时的维修、维护，
影响农田的正常浇灌和排涝。尤其是地
处偏僻的“裹脚布”“豆腐块”“火柴盒”等
零碎的田地，由于田间水渠年久失修损坏
而无法灌溉，只能靠天吃饭。

封丘县应举镇毛寨村一位申姓村民
说，由于村里没有足够的管护维修资金，
致使一大批“小农水”工程无法正常管护
维修，相当一部分“小农水”工程使用几年
后，就出现“缺胳膊少腿儿”的情况，尤其
是用水泥修建的田间水渠，只要有一处损
坏，就不能用了，等同于报废。

一些灌溉用的水渠涵闸长开、长关现
象较为普遍，造成用水浇地时干渠的水不
够用，不用的时候水资源自溢流失。有的
沟河干渠杂草丛生，甚至有人违章在沟渠
旁取土对渠道造成破坏，也基本上无人制
止。

不少群众反映，一些乡村干部由于
忙于中心工作，对“小农水”工程重视程
度不够，对“小农水”工程仅满足于“只
要凑合着能用”“上级不深究，百姓不吵
闹”就行。

建管并重才能旱涝保收

“小农水”事关“大粮仓”。建是基础，
管是关键。许多“小农水”工程由村组管
理，确实存在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明晰、资
金不充足等问题。

在一些平原农区，由于管护措施不到
位，灌溉用变压器被盗、电线被割、电表丢
失，机井房、水泵、水渠等被人为损坏或农
用机械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到了
抗旱紧要关头，农田水利设施无论哪个环

节出了问题，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尤其
遇到大旱灾年，只能眼巴巴地望井兴叹，
许多农户不得不花费数千元购买抗旱机
具。浪费钱财是小事，耽误农业生产是大
事。

为此，许多农民朋友及农村基层干部
提出建议：加强对“小农水”工程的管护宣
传，乡村可以通过宣传标语、群众会议等
方式，大力宣传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和
责任，强化群众对“小农水”的管护意识；
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在农田灌溉时
节，对“小农水”工程的标准质量、运行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检查，逐一落实
整改；加强对“小农水”工程基础设施的管
护，加大对偷盗农田水利电网、水泵等的
打击力度；设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维修资
金，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和维修，对农
田水利设施所需节水机具及材料等，实施

“一卡通”补贴；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吸引
社会投资和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和管理，谁投资、谁管理、谁受
益，做到责权利相结合，从而确保粮食生
产旱涝保收。3

4 月 14 日深夜，漯河市实验中学
弯占阳老师放下手机，揉揉红肿的眼
睛，嘴角露出欣慰的笑意。通过测试，
他明显感觉到学生们进步了很多。作
为初中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老师，学
生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如何，他都了
如指掌。

疫情发生以来，线上授课、批改作
业成常态。每次测试，对老师和学生
来说都是耐心和毅力的考验。弯占阳
这次通过手机改卷，100多张卷子，足
足用了八小时。而每周两次这样的测

试，完全是他自己主动安排的。
“上网课不同于当面教学，如果不

用心，学生真的很难掌握难点重点。”
弯占阳说，“改卷子最能发现学生的知
识盲点，老师改卷子改得好，总结得全
面，第二天拿着这些去点拨学生，学习
效果会特别好。”

“网上上课，老师不在学生身边，
不知道学生的学习状态，全靠学生的
自觉主动；教师不能直接和学生面对
面，不能准确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
况……”用啥办法解决呢？弯占阳采

取了随时连麦、随时提问的方式。
“数学课逻辑性强，学生一旦错过

了一个知识点，后期的学习就会吃
力。每节课重难点及典型试题，我都
录制为短视频，学生可以通过循环播
放视频掌握。”有时为录制好一个视
频，需要反复剪辑十几遍。

学生们对他又怕又喜。怕的是，
像正常课堂一样，一不小心，照样会被
点名。喜的是，这样的教学方式，让他
们很难走神，学习效果很好。3

（姜科峰）

百姓故事

弯老师上网课，累并快乐着

◀舞钢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按照“不漏掉一户、不放过一处、不留下
一块”的禁种铲毒要求，对田间地头、隐僻角落等潜在的非法种植区域
开展踏查行动。目前已累计铲除罂粟苗 1000余株，批评教育 40余
人，行政拘留2人。3 李民 轶昂 摄

▲在鹤壁市鹤淇大道淇河桥南200米处，非机动车道设置为机动
车道指示牌，人行道设置为非机动车指示牌。这不仅容易给司机和行
人造成误导，而且还可能影响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3 纪翔 摄

近年来，各地农村剩余劳力仍然不少，许多人千里迢迢到外地
打工，既难以照顾妻儿老小，又免不了来回奔波之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期广大农村能够达到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可是，许
多地方的乡村建设，往往模仿城市建设模式，缺乏当地农村特色，
农村经济依然比较落后。加之现代农业和相关产业发展缓慢，农
产品基地零散且质量和品位不高，形不成规模效益，当地农村剩余
劳力难以就地转移消化。

因此，就地转移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本着大力发展当地
特色农业，推进农村绿水青山建设，以返乡创业人员为引领，大力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游
则游。同时，鼓励发展运输业、饮食服务业、来料加工业等适合农村
劳动力从事的行业，以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3 （齐振松）

防控疫情，扫码通行，这是在各城市居民小区实行的一种有
效的疫情防控办法。如今，不管你是走进自家小区、公共场所，
还是乘车、办理事务等，第一关就是要通过手机扫码获取身份验
证。

然而，手机扫码对于一部分老年人来说，却成了难事。他们有
的人持有的是老年机，没有扫码功能；有的人根本不会玩手机，甚
至还有人根本没有手机，这就给他们进入自己的小区、乘坐公交车
或者地铁、到医院就诊、到超市购物等带来了麻烦。

因此，对于扫码通行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千篇一律，对一些确
有特殊情况的老年人还要特别对待。比方说：要坚持给他们量体
温、审查携带的有关证件、建立必要的登记制度等，只要符合规定
就应给予放行，提供方便，这不仅能达到疫情防控的目的，也能充
分体现出特别时期对老年人的特别关爱。3 （李朝云）

每年四五月，杨柳絮飞扬。飞絮中含有大量油脂，遇火易燃，
且蔓延速度极快。由飞絮引发的火灾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甚至因
此酿成大祸,肇事者轻则赔钱，重则判刑。

2018年，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就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张某觉
着好玩，用烟头点燃墙边的飞絮引发火情，烧毁别人家的杨树、刺
槐、泡桐、香椿等多棵树木，被判赔5610元。

为了减少火灾隐患，应该对飞絮保持警惕。首先应在环境管
理上下功夫，努力保持地面湿化、对飞絮及时清扫，尽量减少飞絮
对人们生活的干扰。学校和家长也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切勿让
孩子因为贪玩而点燃飞絮。

另外，飞絮会给人体带来过敏反应，引起呼吸道水肿，感觉喘
不上气、嗓子里像堵着东西，严重时引发喉头水肿，甚至有窒息、引
发生命危险的可能。所以对个人而言，也应做好自身防护，如外出
时要戴好口罩以及眼镜，经常清洗鼻腔等。3 (杨玉龙)

□袁文良

在全国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形势下，如何加快生产生活秩序的

恢复，尽快活跃消费市场，有效拉动社会需求，成为各地各级面临的

共同课题。一些城市通过发放消费券的形式，提振需求、刺激消费，

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不仅可以迅速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而且向大家释放了社会即将回归常态的信号，因而备受欢迎。

不过，目前一些城市发放的消费券，是采取“政府大平台——

电商（支付）平台——商家——消费者”的框架形式，由财政出一部

分资金，电商支付平台配套出一部分资金，对消费行为进行补贴，

因而在消费方式、消费平台、消费场所、消费时间等方面，都受到了

一定的限制，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制约。

有的消费券，限定消费领域，餐饮消费券不能用来购买生活必

需品，线上消费券不能用于线下消费。政府及职能部门对此应当公

正设立进入标准，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发放消费券，跳出线上消费局

限，设置通用消费券，让不同类别的消费券在线上线下或实体零售

业、文化旅游业、餐饮住宿业等行业通用，以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

一些消费券限制支付方式，有些用于微信支付的不能用于支付宝支

付，这就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与各支付平台联手，拓展消费券的支付

方式，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限，让消费者根据需要自由地选择购物商

家、购物品种及支付方式。许多消费券规定了有效期，超期不能再

用。有些群众在规定时限内也许真没时间去消费，故而发放部门应

考虑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有效期，让群众方便、自由地使用。

总之，只有打破消费壁垒，让消费券流通起来，才能更好地契

合鼓励消费、保障民生的目标，社会经济才会早日繁荣起来。3

我省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抽穗扬花
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
虫害发生的高峰时期。南阳、信阳、驻马店
等地市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都有发生，形势
不容乐观。

应抢抓时机，狠抓落实。从现在到 4月
底，是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各级各部
门应站在保障粮食安全的高度，加强协作配
合，加大资金投入，开展技术指导，强化宣传
培训，抓好监测预警，重点落实“主动出击，见
花打药”的科学防控举措，为全面夺取夏粮丰
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河南熟，天下足。”河南作为产粮大省，
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1/10，小麦产量占全国
的 1/4。尤其是在今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
特殊时期，做实做细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是
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的具体行动，事关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因此，
我们务必坚决打赢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治
歼灭战。3 (聂政)

4月 6日，正阳县慎水乡发生一起面包车
与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一人受伤。办案
民警在事发现场对围观群众进行询问时，一
名周姓男子神色紧张，言辞躲闪，并说自己不
是肇事者。

次日，民警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录像，将周
某锁定并抓获。在证据面前，周某交代了自己
驾驶面包车肇事后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回
到现场围观的经过。办案民警认定周某的行
为属于交通肇事逃逸，遂将周某依法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
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
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
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
位置。

交警提醒，开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
司机要敢于承担责任，积极配合交警调查取
证。那种耍小聪明，无视法律、企图蒙混过关
的行为是不能得逞的。行人在遇到交通事故
时一定不要在现场围观，这不但会影响民警
的办案效率，还可能诱发二次交通事故，甚至
会导致人员伤亡。3 （钟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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