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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
市建设日新月异，道路施工
不可避免。然而，近来不少
市民吐槽修路的事：为什么
修路那么频繁？为什么修
路时不兼顾考虑群众顺畅
出行？为什么修路总是显
得那么任性？

近日，记者就市民反
映的城市道路施工问题进
行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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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安阳县瓦店乡走访发现，各村的街道和田间道
路基本上都修成了水泥路、柏油路，可村里村外、道路两边的排水
泄洪设施却年久失修、功能退化，且一些村民防洪减灾意识淡漠。

“我们这儿常年少雨，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即使下大雨也会
很快渗到地下。”后曲店村一位村民说，以前村边自然形成的蓄
水坑塘填的填、占的占，许多排水沟渠都填平了。放眼望去，许
多大片的农田竟没有一条泄洪的沟渠。

“以前我们村每块地都有排水沟渠，现在有些村民为了多种
点儿地，沟渠都被开垦了。”郎固村一位村民说，“村边的蓄水坑
现在基本上不起作用，有的被建筑废墟和生活垃圾填埋，有的被
占用盖成了房子，有的种上了庄稼。每逢下大雨，遭殃的是村内
的低洼处和村边的庄稼地。”

省道 502公路北侧，原有一条宽七八米的排水沟，是杜庄、
小集、郎固等几个村重要的排水通道。然而，沿这条路边的排水
沟前行发现，排水沟的很多节段不是被填平，就是桥洞堵塞，基
本丧失应有的功能。

一些村民呼吁：将防汛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对年久失修的排水设施及时修复、清淤、疏浚，打通河、沟、
渠、塘等防洪、抗洪的经脉，做到防患于未然。4 （政钊）

这些防汛设施待修复

来函照登

各地农村每年都有大量的农田机井报废，多数属于遗留多
年的废机井。由于“一废了之”，没有及时采取安全处置措施，这
些废弃的机井就成了夺命的“陷阱”，导致老人和儿童因不慎坠
井身亡的事故时而发生。

尤其是雨水较多的夏季，农田里面杂草丛生，各种农作物长
势旺盛，井里很容易灌满雨水，井口被杂草掩盖，在田野里劳作
的人稍不注意，就会掉入井内，而且由于井深口窄，还难以施
救。难怪农民朋友形象地比喻：“井口如虎口、吃人没有救。”

安全处置农田废机井，关系农民朋友的生命安全，不可漠然
视之。农业、水利、安监等部门应该深入农村，合力开展农田废
弃机井的普查、排查，在摸清实数的基础上，采取填埋、封堵等措
施，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根据土地的承包权属，鼓励承包土地
的农户自行填堵，有关部门可派人到现场检查验收。还要加大
宣传力度，增强农民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以减少和杜绝坠井身
亡事故的发生。4 （许贵元）

莫让废弃井变夺命井

城市修路，为何经常让市民闹心
关注城市管理系列报道之二

密集施工让市民出行困难

市民王先生说，最近，从家庭到单
位沿途，到处都在修路，现在每天上班
都成了难题。由于停车难，坐公交车不
顺路，他每天上班要么骑电动车，要么
步行。但因为修路，到处是施工围挡，
或者是被挖开的路面，非机动车道上或
堆放着砖块，或者挖得坑坑洼洼的，根
本无法通行。无奈之下，只好混入已经
十分狭窄的机动车道，那里有行人、电
动车、机动车，而且逆行者众多。这一
路走下来，人的精神始终处在高度紧张
的状态中，让人感到十分闹心。

近日，记者就省内一些城市道路施
工问题调查时发现，道路密集施工现象
并不少见，有的道路施工还串成线、连成
片，使市民的正常出行受到严重影响。

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对城市道路
进行修补或升级改造是好事，但应该综
合考虑市民的出行需求，提前做好预案，
尽量不要严重影响市民的正常出行。

施工堵路或者建围挡不能任性

在很多城市，市民对任性建围挡堵
路都有意见。日前，一位市民在网上留
言反映，其所在城市的两条主干道交叉
口附近的非机动车道上，修路建的围挡，
有一两年了，不知道是忘了拆了，还是道
路没有修好。很多人骑车都是走机动车
道，非常危险。他建议政府部门抓紧解
决，如果道路没办法修复就请把围挡的
高度降低点，因为目前的高度盲区太大。

还有安阳林州一位市民反映，林州

市区东城旺世十二区西边往市区的路
一直被堵，严重影响小区居民出行。

类似的市民吐槽还有很多。此前，
一些城市就市民反映强烈的道路施工
影响市民出行问题进行过专项治理。
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由于涉及面广，
在很多地方还是存在令市民不满意的
现象。

市民安先生说，城市建设和管理都
应该是一个很细致的活儿，不能一拍脑
门，想挖哪条路就挖哪条路，想什么时
候挖就什么时候挖，应该全面考虑，特
别是要考虑到施工给市民出行和生活
带来的不利影响，要尽可能地减少不利
影响，而不是任性为之。

三门峡市陕州区一位市民反映，祥
润嘉园附近经常因修路挖断自来水管，
造成小区突发断水。如果偶尔出现这
种情况还可以理解，但几乎每次修路，
自来水管道必被挖断。三天两头断水，
百姓生活受到影响。市民质疑，难道施
工之前就不确定管道位置吗？

道路改造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市民
对城市道路改造非常关心。

一位市民反映，市中心一条主干道

上之前已经铺设过小型的水泥砖了，看
上去那些小砖还是崭新的，最近又挖开
重新铺设，改成大砖和大理石砖了。这
样来回折腾，肯定多花钱。如果说之前
铺设得不好，那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长期
规划呢？类似的现象，在很多路段都存
在，希望道路改造施工要注意科学规
划，不要浪费钱。

还有市民反映，一些城市道路在施
工时，活儿干得有些粗，比如窨井设在
路中间，而且突出地面很多，车辆经过
时必然要颠簸。

很多市民反映，非机动车道不平
整、不顺畅，路口的台阶没有进行平滑
式处理，骑车经常从高坎上冲下来，或
者不得不让前轮冲撞前面的一级台阶
才能驶上非机动车道。这些地方，看似
是一个个细节，但直接影响着骑车人的
情绪和交通安全。希望我们的城市建
设者和管理者，一定要更多地关注细
节，把细节问题也处理好。

汛期施工还应考虑防涝

开封市一位市民说，华夏大道最西
端南侧，自鼎鑫华庭北侧起，至安民物
业约 600 米人行道花岗岩几乎全部脱
落，局部还有下陷，亟须维修。如能抓

紧时间修就是人工和水泥的事，成本
低，但如果等雨季冲刷，石头都踩烂了，
还得多花钱。

据了解，不久前豫北遭遇特大暴
雨，一些城市道路严重积水，而一些尚
在施工的路段更是成为重灾区，给市民
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安全隐患，这
类事件也给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敲
响了警钟。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省普遍进
入主汛期，很多城市都出现了特大暴
雨或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而同时，不
少城市都存在一些正在施工的道路，
这些地方都做好应对城市内涝的准备
了吗？道路施工是否造成高压线路的
线头外露或脱落？一旦发生极端灾害
天气，会不会造成人员的意外触电事
故？此外，一些城市道路施工时，必然
会掀开一些窨井的盖子，每一个地方、
每一次施工，施工人员都妥善处理好
窨井盖了吗？诸如此类问题，看似小
事，但稍有失误或疏漏就会酿成大祸，
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是一个时刻
也不能放松的严肃课题，需要我们的
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绷紧安
全意识这根弦。7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丁昌铭

“不是两位老总热心帮忙，我自个儿哪有能力盖房……”
7月 2日，看着自家马上就要建好的三大间宽敞明亮的新房，固
始县徐集乡郭洼村61岁的汪建友老汉禁不住喜极而泣。

汪建友所说的两位老总，一个叫李恩才，是湖北省“武汉承
恩建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一个叫陈光新，是固始县“河
南嘉恒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在建筑行业，都
是响当当的老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缘何能得到两位建筑
行业老板的鼎力相助？

事情得从头说起。李恩才籍贯固始县，在武汉市从事筑路
修桥工程近50年，在同行业中拥有很好的口碑，旗下工人众多。

1980年春，汪建友刚满21岁，就到李恩才的公司打工。汪
建友虽然没文化，但为人忠厚、踏实肯干、重信讲义，在李恩才的
公司一干就是40年。汪建友也由当初的一名小工，成为一名能
识图、绘图的师傅。

不幸的是，去年底汪建友的妻子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
癌，且属于晚期。为此，汪建友不仅花光了手中所有的积蓄，还
欠下30多万元的债务。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汪建友只好拉着生命垂危的妻子
回到了老家。回老家没几天，妻子就撒手人寰。

李恩才得知这个消息，专门驱车从武汉赶来吊唁。到达固始县
城后，李恩才约上在固始县搞建筑的陈光新，一块儿去汪建友家。

一进门，看到的是陈旧简陋的房屋，杂草丛生的院落，屋内
几件都快成古董的家具，也因多年无人使用而发霉，尤其是看到
躺在冰棺里的汪建友的亡妻之后，两位老总潸然泪下。

在处理完汪建友妻子后事的当天，重感情、讲信义的李恩才
当即决定：一定帮汪建友重建一下房屋，必须对得起这个跟着自
己干了 40年的老民工。和李恩才一样重感情、讲信义的陈光
新，这时主动接过话茬：“老李，您在武汉，工作繁忙，往返不便。
我在固始，这事我揽下了。”

陈光新说干就干，随即就安排人员察看地貌，绘制图纸，拆
旧备料，破土动工……从下挖根基，到垒砖砌墙、水管安装、电路
走线，陈光新都亲自过问。在为汪建友建房的一个多月里，李恩
才还专门从武汉驱车回来一趟，看看房子建得怎么样了。

看到即将建好的三间宽敞、明亮、大气、时尚的新房，汪建友
十分感激：“要不是遇见两位好心的老总，我这辈子都别想再建
新房了。等房子建好后，我还去李总的工地上打工，跟着李总好
好干活儿，争取早些把欠下的债务还上。”4

百姓故事

跨越40年的情谊

省道502公路边的排水沟，不少已变成可耕地。4 韩春光 摄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距今大约 8000
年了，孩子们，你们看它像什么呢？”

“长得像煮东西的锅。”
“对了，鼎在早期只是人们炊煮食物

的器皿，但到了商周时期就变成了权力的
象征，此后还衍生出很多跟鼎有关的成
语，比如，一言九鼎、人声鼎沸……”

这是 7月 13日在河南博物院展厅中
出现的一幕互动讲解场面。暑期来了，河
南博物院开展的“特约讲解”成了网红课
堂，吸引了众多青少年报名参加，场场爆
满。这也是河南博物院探索实践中小学
生课外教育的生动缩影。

量身定制“互动+体验”激活文物

“特约讲解是针对未成年人量身定制
的亲子主题讲解，利用陈列展览、互动游
戏、沉浸体验等形式，引导和激发青少年
主动跟高冷文物‘热络’起来，让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河
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林晓平说。

近年来河南博物院一直在探索如何
将博物馆资源跟中小学课堂教学、综合实
践活动有机结合，此前已经打造了中原历
史文化宣讲、历史教室等备受公众瞩目的
品牌。林晓平说：“要吸引更多中小学生
走进博物馆，我们亟待打破展厅传统讲解
的瓶颈，特约讲解的适时推出可以说是一
次成功破题。”

河南博物院首次试水“特约讲解”，源
于 2017年引进的《雨林之神》非洲珍稀面
具艺术展。这个难得一见的展览，每天参
观人数破万，其中不乏家长带着孩子前来
观展。

“经过前期对展览的摸底和对青少年
心理学的研究，借此契机我们果断推出

‘特约讲解’《透过面具看非洲》。讲解员
身着酋长服饰，带领孩子们逛展厅、画面
具、打非洲鼓、跳非洲舞等，每个人都全身

心融入其中。”河南博物院社教部讲解科
科长徐楠说。

不出所料，特约讲解一经推出广受欢
迎。徐楠至今清楚地记得，非洲珍稀面具
艺术展短短三周展出时间，接受到了未成
年人和亲子家庭预约120余组，每场10人
的名额场场爆满，不少学生家长强烈要求
增加名额。

“首战告捷”后，河南博物院并没有满
足于此，而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创新研发课
程、教材、教具，目前已经研发出《考古知
多少》《最早的中国》《当文字遇上纸》等数
十个独具特色主题的特约讲解课程。

“课堂+殿堂”厚植文化自信

文明传递的加速器“活字印刷”，连接
古代文化与现代科技“3D打印”，博物馆里
的“女神和女汉子”……河南博物院社教
人通过巧妙严谨的课程设计，勾连起博物
馆与书本之间的知识，成为丰富中小学生

知识结构的重要一环，更让孩子们在博物
馆“古今穿越”中厚植文化自信。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
要殿堂。去年 10月，教育部、国家文物局
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
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明确提出利用博物
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河南博物
院的特约讲解无疑是贯彻落实这一政策
的生动实践，将丰富的博物馆资源有效地
转化为中小学教育教学资源。

今年端午节期间，河南博物院推出的
“非遗传奇——木版年画”特约讲解，吸引
了省内外家长孩子参与。在体验制作木版
年画环节，来自福建的8岁小姑娘刘嘉萱满
心欢喜地一边拓印，一边直呼“没想到博物
馆里还有这么好玩、珍贵的宝贝”。

不少家长反馈，特约讲解改变了“走
马观花”式的博物馆参观，不仅让孩子们
学习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还增强了
创新和团结合作的能力，希望多举办这样

的活动，引领更多的家庭走进博物馆，成
为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者。

在省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看来，博物
馆藏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能开
拓青少年眼界，更能培育价值追求和塑造
思想灵魂。他认为，博物馆应以当代学生
核心素养培养为方向，开发出文物与历
史、艺术与美育、自然与科学等相关课程。

“策划+研发”稳定讲解员队伍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特约讲解让
青少年对博物馆里的中华文明瑰宝有了
更深的体悟，也让讲解员小姐姐们自身成
长迎来了华丽的蜕变。

首席讲解员丁莹最早接触特约讲解，
便是参与 2017年从意大利都灵博物馆引
进“金字塔不朽之宫”这场大型展览的特
约讲解项目的研发。她说，特约讲解改变
了讲解员被动接受讲解词的习惯，让每一
个身处一线的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发掘了
无限的可能。

首席讲解员郭倩深有同感，参与特约
讲解让她完成了三个转变：从一名优秀的
讲解员到社会教育专员的转变；从阵地讲
解到社会教育项目的研发、策划、实施的
转变以及薪酬待遇逐渐丰厚的转变。

“特约讲解让我看到了孩子对世界充满
了好奇，我愿意用我毕生精力去为他们答疑
解惑，带他们去看更美更远的世界。这也
是我毕生的理想和追求。”曾多次接待国家
级、省级领导人的首席讲解员陈莹莹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经过 4年
的探索、实践、总结，“特约讲解”成为河南
博物院讲解员新的成长空间，并建立起了

“一专多能”老中青年龄梯次分明的讲解
队伍，全面提升了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林晓平感慨万千地说，这种分众化的
教育方式一改所有人同样的讲解内容和
展线，未来，将继续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
观众策划讲解内容，让文物“活”起来，不
断提升观众参观满意度。7

河南博物院“特约讲解”——

让观众跟文物“热络”起来

我为群众办实事

小朋友们认真聆听讲解。 河南博物院供图

漫画/王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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