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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现场

百姓故事

禹州市山货回族乡齐庄村1
组残疾人李书凯 2018 年脱贫，
并带动全村 10 户 23 名贫困人
员整村脱贫，李书凯说：“这都是
市、乡驻村扶贫工作队扶贫先扶

‘志’，扶贫先扶心的结果。”
今年 40 岁的李书凯 12 岁

时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不能参
加正常的生产活动，没有经济收
入，对如何生活下去曾表示怀
疑，打牌消极度日。市、乡帮扶

工作队多次找李书凯谈心，帮助
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生活观。
李书凯不再心灰意冷。在市、乡
工作队的帮助下筹措资金 3 万
元，建起了一座长50米宽6米高
4米的特色香菇大棚，在父母的
扶助下，首棚蘑菇产量超过7000
斤，收入8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2018年年底，李书凯
开启了个人电商实体店加网络
经营，销售特色香菇、艾草、菊花

等传统中药材产品等。
“ 精 彩 人 生 是 奋 斗 出 来

的”。山货乡组织 10 多次专业
技术技能培训，在李书凯的带
动下，因残致贫的路庄村残疾
贫困人员艾艳涛、赵逢等人，相
继开展了电脑维修、农机具销
售、农产品购销、农业技术推广
等多种业务。目前，全乡因残
致贫的 13 名贫困人员全部脱
贫。5 （姚铁）

脱贫户带富贫困户

712381236 QQ群：25454403qgb8989@126.com0371-65796365 65796390 基层之声│12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汤传稷

议论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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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照登

□玫昆仑

据 8 月 3 日《人民日报》报道，田

间地头部分用来浇灌庄稼的机井没

有机井盖。正值暑假，一些农村孩子

玩耍时很容易发生安全问题。希望

能够引起有关部门、乡镇、村委会的

关注，及时处置。

农村机井“吃人”，这不是危言耸

听，早有事例为证。2018 年 8 月，黑

龙江牡丹江市就发生了 2 起机井“吃

人”事故，造成 3人死亡。虽说农村机

井“吃人”悲剧早就给我们敲响了安

全警钟，但是仍然有些地方视而不

见，置若罔闻，不仅对正在使用的机

井不安装护栏、盖板等防护设施，而

且对废弃了的机井也不进行回填、封

堵 ，以 致 机 井 成 了 潜 在 的“ 夺 命 陷

阱”，让人忧心如焚。

机井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

为农作物提供了浇灌便利。但由于

土地性质的改变，或者水位下降，井

内无水，或者因年久失修，井底淤积，

机井失去了浇灌作用，成了废井。加

上相关的监管措施没有跟上，导致没

有井盖、没有回填的废井增多，且多藏

匿于杂草和庄稼里，农村家长带娃到

田间劳作时稍微忽视孩子的动向，就

容易导致孩子坠井悲剧发生。

按照有关规定，现在对于农村机

井一般实行“谁投资、谁使用、谁管

理”的办法，但由于机井的使用者和

管理者都是村民，安全监管意识不

强，防范措施不到位，容易发生机井

“吃人”悲剧。因而，对农村机井的监

管，不能仅仅寄望于村民。

毕竟，要封填一口废井，需要大

量的碎石子和水泥浆，费用比较高，

村民们舍不得主动去填埋。这就要

求各乡镇、村委会要端正认识，采取

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帮助村民清除

机井“夺命陷阱”，为农民群众出行和

儿童玩耍保驾护航。比如，对各村组

的机井进行拉网式检查，摸清底数，

登记造册，建立台账，不留死角和盲

区，强化跟踪管理。对正在使用的机

井，加高井台或者安装护栏，盖上盖

子，并上锁，竖起警示牌。同时，各乡

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委会与机井所有

者都要签订管护责任，定期检查，强

化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对于废井，

定期填埋、封存，确保留守儿童、留守

妇女和老年人的出行和生命安全，避

免农村机井“吃人”悲剧重演。5

前不久，我们深入农村搞调研，
发现少数村子的村务公开栏都“公
开”好几年了也没有更新，依旧是“老
内容”和“老面孔”。

村务公开，主要是财务公开和政
务公开。平素村民最关心的是“财务
公开”。村里的发展规划、村民关注
和期盼要办好的实事、集体年度收入
和财务支出等情况，都在公开栏标注
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一般都是一

年一更新。
村务公开的目的就是体现农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便于农民群
众参加民主管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如果
把村务公开栏当作“摆设”，不注意及
时更新内容、公布财务收支情况，则
违背了村务公开的本意和初衷。流
于形式的村务公开，会影响党和政
府的形象和公信力。5（许贵元）

炎热的天气因家里闷热，不少做父
母的晚上要带着孩子出去玩，还有些老
人带上孙子辈上午下午都出去玩。笔
者在小区里看到，他们带孩子喜欢在
路边玩，大人往路边上一坐，让孩子在
路上跑闹玩耍，甚至有些带孩子的大
人聚在一起只管自己闲聊，也不去看
管孩子，孩子在路上随意跑来跑去的。
还有的孩子骑上童车在路上飞奔，笔

者真为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担心。
小区里的道路是居民们出门的

重要通道，往往比较窄而且车流量
大，尤其是电动车过往最多，而且也
骑得很快。让孩子在路上玩耍是很
危险的。建议家长在小区里带孩子
时不要在路边逗留，最好选择在宽
阔的广场上，也可以带孩子去游乐
园。5 （李朝云）

不能让机井再“吃人”了

“村务公开栏”应及时更新

带孩子莫在小区路边玩

通许县城区道路坑洼多

位于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的沙河三库、五库，始建
于1958年，二者拦洪蓄水能力分别为160万和 140万
立方米。特别是位于万安山下大谷关附近的沙河三
库，曾经蓄水面积近 1.7平方公里，风景优美。水库西
边还建有青砖、蓝瓦、粉墙的四合院，有专人护库。该
库正常蓄水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显著：一是自流灌溉
着下游东西朱村、舜帝庙等村的千亩良田；二是提高了
下游坡岭地区4个村水位，使其吃水不再难；三是改变
了当地小气候，雨量增多；四是库区成为群众旅游、观
光、休闲的好去处。

不知何因，这样一个造福于民的水利工程，在
1990年后不再拦洪蓄水，库干、房塌、人撤，生态、经济
效益顿失。国家为充分发挥现有水利设施防洪蓄水能
力，近年曾拨巨款硬化加固了三库、五库坝基。但一直
没有再蓄水。

据了解，我省已确定加快构建“一带一核三山五
区”文化旅游发展格局，并明确以洛阳大谷关等为依
托，建设以寻根拜祖为主题的天地之中河洛文化旅游
区。如今，投资 6.83亿元的客家之源纪念馆、大谷关
客家小镇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

笔者建议，将紧邻大谷关客家小镇、客家之源纪念
馆的沙河三库蓄起水来，由此可与河洛文化生态旅游
区相配套，使之锦上添花。5 （杜阳春）

我是一名老摄影通讯员，上周末，收到三张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取款通知单。填写完取款单上相关信息
后，我来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渑池仰韶营业所大厅 1
号窗口前，工作人员却要求我到大厅银行柜台办理。
到了柜台后，客服人员说需要办银行卡才能取款。我
解释说这是稿费，一季度一次，数额又小，不需要办理
银行卡，且我要取成现金。客服人员说不行。这时一
位保安上前说，这里业务办不了，让我到县城老邮政局
门口办理。无奈之下，在高温 38摄氏度的大热天，我
汗流浃背从营业所又跑 1.5公里到保安指定的下一个
营业所，才顺利办妥此事。

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渑池分行的领导和职工提高
站位，多为客户着想，不要让客户多跑冤枉路。5

（王家臣）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
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旺
盛。然而，师资和场地不足的问题，
成了制约“老有所学”的瓶颈。不少
地方老年大学“一席难求”，难以满足
老年人学习的愿望。在农村，这种状
况更是如此。

笔者以为，如果能整合和优化现

有的资源，通过发挥城市社区学院和
农村成人学校的作用，来弥补老年大
学资源的不足，让“流动老年大学”进
社区进乡村，实现由点向面的延伸，
使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上大学”，可
为老年人老有所学提供方便。期待

“流动老年大学”能够出现。5
（费伟华）

期待“流动老年大学”

7 月 31 日早晨，我同老伴去孟
州滨河公园游玩。漫步在林荫小道
上，看着河塘里竞相盛开的鲜艳的
荷花，欣赏着婀娜多姿的花草树木，
听着树上阵阵悦耳动听的蝉鸣，感
觉夏天真好。自古以来，人们都非
常喜欢这免费的音乐，称蝉是大自
然的歌手。

然而，在一处浓密的树林中，笔

者却发现一位 50来岁的妇女，双手
高高举起 5米长的竹竿，竹竿上边有
个网兜，她伸着脖子仰着脸毫无顾忌
地在捕蝉，她女儿的手中塑料袋里装
有几十只被捕抓的蝉。

各种生物都是生态系统的一
个组成因子。随意捕蝉就是破坏
生态环境。奉劝那些捕蝉者手下
留情。5 （乔承祖）

让蝉鸣长留人间

前不久，通许县对县城城区主
干道实施了改造提升和综合整治，
特别是县城北区的市容市貌有很
大改观。但县城城区内的部分路
段路面状况仍旧很差，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道路情况恶劣的主要
是以下路段：

县城的人民路和行政路交叉
口（东侧），多处坑洼，最深的坑
10 余厘米，公交车都要绕过坑才
敢走。

行政路东段（上海路以东）。
地面惨不忍睹。有的车辆为了躲
避大坑，急拐方向，“S”形走位，极
易与侧后方的车或非机动车撞上。

上海路上，车辆虽减速慢行，
但仍会有阵阵颠簸。附近还有一
所小学，未放暑假前，因为人和车
的流量都大，遇到下雨天，骑电动
车的市民常常会被路面坑洞里的
脏水溅到身上，一不小心还可能
摔跤。

其他路段，没有以上三个路段
严重：商业路和康力路交叉口有多
处坑洼，商业路和人民路交叉口有
一处坑，北阁路和人民路交叉口向
南有两处坑，富民路和行政路交叉
口向西直行道和右转道上有两处
坑洼。

作为县城建成区的主要道路
却坑坑洼洼，不仅会影响一个城市
的形象，还会对车辆过往造成不
便，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
尽快修复坑洼路面，减少事故发生
的隐患。5 王帅 摄

沙河三库何时再现碧水蓝天

取款为何非要办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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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
使用远光灯引发的机动车交通
肇事案，对广大驾驶员来说是一
个警醒。

今年 4 月 9 日 21 时许，沈
某夜间驾驶厢式面包车行驶至
正阳至陡沟路与 213 省道转弯
处，与陈某驾驶的轿车会车时，
陈某受到沈某的灯光照射影
响，撞倒正在通过人行道的行
人张某，致使张某腰部、腿部受
伤，张某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治
疗，共花费医疗费 8.47 万元。
经交警认定，陈某对该事故承
担全部责任，张某无责任。陈
某对该认定书有异议，向上一
级交管部门提出了书面复核。

认为当时沈某驾驶厢式面包车
在夜间行驶时开启了远光灯，
在会车时未改用近光灯，导致
其视线受限，采取措施不当，最
终撞倒张某。经复核陈某对该
事故不承担责任，后张某起诉
至法院，要求沈某、陈某及事故
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各项
损失 22.6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结合事
故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事
发路段的监控视频、沈某在交
警部门的陈述及其车辆的车型
及颜色能够确认，事发时沈某
开启远光灯驾驶其车辆，在与
陈某驾驶事故车会车时未改用
近光灯，致使陈某视线受限，陈
某在视线受限时采取措施不当
最终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沈
某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
一款第（五）项“夜间会车应当
在距相对方来车 150 米以外改

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
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
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
在过错，法院综合双方的过错
大小依法作出判决：沈某应对
本次事故承担 10%的责任，即
2.26 万元，沈某驾驶车辆投保
的某保险公司承担 20.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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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灯属于违法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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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使用远光灯，否则由此造成的损
害后果，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5 （王树恒）

民情与法

不当使用远光灯 引发事故须担责

行政路和人民路交叉口东侧行政路和人民路交叉口东侧

行政路行政路（（上海路以东上海路以东））

行政路行政路（（上海路以东上海路以东））

强化监督执纪 护航生态环境向好向优

今年以来，栾川县纪委监委围绕
违规占地、违章建筑、毁林挖坡、污水
排放等生态环境 6个方面突出问题，
统筹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派驻纪
检监察组和各乡镇纪（工）委的监督

“三支力量”，做实自查自纠、执法监
管、建章立制“三个督促”，确保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涉及到哪里，纪委监督就
延伸到哪里，切实履行好监督的再监
督职责。进一步畅通问题线索移交渠

道，与职能部门建立环保问题线索24
小时移交机制，主动移交问题线索，依
规依纪依法启动追责问责程序，严肃
查处环境保护领域违规违纪、失职渎
职等问题。建立“一案双查”机制，以
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
级各部门生态环保领域政治责任，提
升工作效能。今年以来，该县问责党
员干部29人，其中科级14人，形成了
有力震慑。 （郭红团 刘向辉）

长垣市佘家镇三项措施正风气

长垣市佘家镇党委党政府采取三
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倾
力打造廉洁型政府，整个风气焕然一
新，风清正气。一是健全规章制度。
新修订完善镇机关工作管理规章制度
14项，增加约束性、激励性条款；建立
健全村级党务、事务、财务公开、监督、
管理制度规定12项，真正用制度管事
管人。二是规范工作流程。结合各部

门工作职能，细化分解工作，明确工作
职责，科学设置工作任务，规范工作流
程，常态公开公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
用，利为民所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三是严格作风纪律。充分利用讲
党课、中心组理论学习、每周二学习例
会、会议等，坚持党风党纪党性教育，真
正做到以案促改，警钟长鸣，切实筑牢
思想政治防线。 （赵东胜）

“马组长，纪检组给我们提出的监
察建议已全部整改到位，这是整改资
料，请你们现场核实。”8月 5日一上班，
商水县应急管理局分管防汛救灾工作
的副局长党磊给县纪委监委派驻第四
纪检监察组办公室送来了整改资料。

“好，咱现在就去看看。”纪检组长马青
峰说道。到仓库后，仓库保管员把管理
台账拿来，逐一介绍：这是新增加的20
万条编织袋，这是 6吨钢管，这是 6艘
橡皮艇……实物与台账记录核对无

误。“这一次纪检组的监察建议起了大
作用，7月 23日，纪检组提出防汛救灾
物资储备少、管理台账不规范问题整改
建议后，局党组立即找县政府领导汇
报，与财政部门沟通，一路绿灯，12天
时间完成了75万元的应急物资采购工
作。”县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拉着马
青峰的手高兴地说。防汛无小事，责任
重于天。返回纪检监察驻地路上，大家
的步伐更加轻盈…

（姚顺）

监察建议起了大作用

念好“准、宽、详”三字诀 查找廉政风险点
濮阳华龙区纪委监委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念好“准、宽、详”三字诀，查找
廉政风险点，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

“准”。由各具体岗位的工作人员针对
部门的工作性质、职能、程序等对本岗
位的廉政风险点进行自查，上报区纪
委；区纪委结合自查情况提出修改意
见。“宽”。将委局机关各室、各乡（镇）
办、区直各单位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

领导干部全部纳入了廉政风险点的查
找范围，并要求工作人员认真对照岗位
职责及日常工作，仔细查找廉政风险
点。“详”。要求各部门在查找廉政风险
点时，必须对照具体的工作职责、工作
岗位及每一个工作岗位的具体工作环
节来进行，不能仅仅从思想上、体制机
制上不痛不痒地查找，要保证工作取得
实效。 （陈通）

强化警示教育 筑牢以案促改“三防线”
为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新乡卫

滨区胜利路街道纪工委强化警示
教 育 工 作 ，筑 牢 以 案 促 改“ 三 防
线”，拒腐防变，始终把规矩挺在前
面。筑牢教育防线。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各班
子成员轮流上廉政党课，让廉政教
育的课堂走进日常。严格作风防
线。全面深入查摆科室、社区和个
人在纪律作风、责任意识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强化纪律，改进作风，巩
固成效，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
变的作风防线。权力监督防线。
随时跟踪权力运行的“关键点”，管
理方式的“薄弱点”，风险问题的

“易发点”。紧盯各部门权力运行
的“关键点”，严格职责权限，规范
权力运行，确保以案促改常态化制
度化工作扎实运行。

（周春翔）

三举措 扎实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近日，原阳县靳堂乡围绕“警示

教育、自我剖析、整改落实”三项举
措，深入推进以案促改工作，实现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是抓警
示教育。通报典型案例，对反面警
示案例进行剖析，要求全体干部职
工做到以案为戒、以案为鉴、以案促
改。二是抓自我剖析。针对典型案
例反映出的思想教育、监督制约、体
制机制等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对照

业务范围，深挖细查找准风险易发
点。三是抓整改落实。对现有的规
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建立健全
以案促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效
工作机制，剖析查摆出的问题建立
问题清单，制订整改台账，责任落实
到人，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并对整
改情况进行公开公示，确保警示到
位、剖析到位、整改到位。

（郑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