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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日，一位网友在超市选购
月饼时，发现自己买到了生产日期为
9月 5日的“早产”月饼，并将之曝光
到网上，引发大量关注，有网友戏称

“月饼急着过中秋”。
月饼是一种时令食品。中秋节

前畅销，节日一过就不好卖了。为了
利益最大化，个别生产月饼企业会刻
意将月饼生产日期延后，催生出了

“早产”月饼。月饼“早产”似乎已成
为个别企业的一种潜规则。

不只是月饼生产日期虚假标注，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行为还有不少，
如：有的随意延长保质期、有的肆意
涂改过期商品日期……这些损害消
费者利益的行为，是极个别商家见利
忘义，搞一锤子买卖的短视之举。

要让月饼不再“早产”，一方面

要按照《食品安全法》从严监管查
处。如果有的月饼生产企业标注虚
假日期，监管执法上有必要对其从
严、从重惩处，以震慑整个行业，使
之被迫抛弃所谓行业“潜规则”。另
一方面月饼生产企业、商家要坚守
诚信。诚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和无形财富。

对于商家来说，有诚能赢四方
客，有信能聚万年财。商家不仅要赚
钱，更要为消费者创造美好生活服
务。如果商家只管眼前利益不顾长
远发展，欺诈消费者，可能会占到一
时便宜，最终只会是自断财路。失信
虽可逞一时之谋，得一时之利，但必
然会失去长远生存、发展的根基，最
终失去顾客，失去市场。6

（高国春）

笔者回农村老家看望亲人时，经
常看到一些“乡村游医”，他们开着电
动三轮车，车上挂着醒目的招牌，走
乡串村、巡回在农村大街小巷，用“小
喇叭”不停地喊叫：“专治疑难杂症、
抽签算命、看手相、婚丧嫁娶、健康咨
询！”车上还携带一些自制的药水、药
丸、药面、膏贴，声称祖传秘方、专治
百病、不灵不要钱等。

有些好奇的农民群众还主动把
他们请进家里“关门算命”。算一次
命至少 100元或 200元，抽一次幸运
签一般10元或20元。听了他们的胡
说八道后，有的村民喜出望外，有的
垂头丧气。

“乡村游医”之所以在农村可以
四处流窜、忽悠百姓、招摇撞骗、谋取
钱财，主要是农民法治意识和防范意

识较差，崇尚封建迷信，这就使“乡村
游医”有机可乘，不同程度地干扰了
风清气正的“法治乡村”建设，成了乡
村基层治理的一个难点和障碍。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必须依法依
规进行治理。一是加大农村普法宣传
和法治教育力度，引导农民群众破除
封建迷信思想，相信科学、崇尚精神文
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牢固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封建迷信
行为，维护村规民约、做到遵纪守法和
依法维权。二是有关部门要深入农村
开展巡回排查，采取必要措施和手段，
取缔“乡村游医”，莫让农村沦为“乡村
游医”的自由世界，为推进“法治乡村”
建设、打造文明向上、健康安全、和谐
稳定的美丽家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6 （许贵元）

我叫徐承鹏，来自信阳市新县八里
畈镇。今向报社反映我们农民工工资
被长期拖欠一事，期望得到帮助。

去年4月，我们一行17人到焦作武
陟一个名为“臻龙郡小区”的工程干活
儿，负责该项目一期 1号楼的建筑木工
施工，于今年1月项目完工。但下余43

万元的工资迟迟没有发放。我们多次
找河南新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讨要工
资，但该公司总是推托不给。我们也找
有关部门投诉过，但至今 8 个月过去
了，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这让我们这
些靠辛苦工资维持生计的农民工很苦
恼。6 （徐承鹏）

□本报记者 孙静

“我扮演过上百个角色，有表哥表
弟、室友、大学同学、哥们兄弟、快递小
哥等。下单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沟通者，
我就是那个角色。”

“接得最多的单是替人道歉、代人
表白。粗略统计一下，我一年要替那些
吵架的情侣说上近 3000句‘我想你’，
4000句‘对不起’。”

9月 5日，秋雨初歇。在安阳市的
一个普通小区里，记者见到了郜欣琪。
40多岁的中年男子，有些瘦弱，但谈话
间语气坚定、温柔。他安静地坐在轮椅
上，18岁时的一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
他的人生从此改变。

“虽然很少下楼活动，但我对世界
的了解和体味到的人生百态，尤其是现
在年轻人的想法，可以说比正常人还要
多还要深。”郜欣琪边说边递过来一个
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很多页，写的都
是与每一位沟通对象如何对话的草稿。

郜欣琪从事着一份很新鲜的职业：
情感代话人。他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店，
专门替不方便沟通的两个人传话，或者
只是作为倾听者，听人说话。在替人传
话前，他会与顾客充分沟通，打好草稿，
确保思路一致，表达到位。

“大概在2017年，我发现很多情侣
吵架后会把对方从通信录里拉黑无法
联系，或是有些话没办法当面与对方很
理智地讲清楚，导致误会，产生矛盾。
我想线下可以做跑腿生意，那线上是否
也可以，给人传传话，就当牵线搭桥

了。”郜欣琪聊起初衷。
还记得接到的第一单，是在开店半

个月后。帮一个向女友送花的男孩传
话。男孩在楼下等女孩，想给她一个惊
喜，但又怕女孩家人发现，就委托郜欣琪
打个电话。当时女孩在电话那头好奇地
说，“现在居然还有这种服务吗？”

虽然最初只是尝试，但郜欣琪的
“生意”却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有倔强
的时候，内心深处也都有脆弱敏感地
带，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希望有个第
三方来表达。”郜欣琪说，来店里下单
的，以90后为主，80%都是情侣之间的
问题，其中被拉黑但又没有把话说清楚
的占九成，每个月他都要打出300多通

代道歉的电话。“还有送祝福、代唱生日
歌的，很多时候也是双方处于争吵或冷
战中，就是不愿意自己先低头。”

郜欣琪将传话定价为发短信 5元，
打电话10或20元。每个月大概能接到
1000单，收入 5000元左右。由于每个
顾客需求不同，他还在网上招募了十几
位兼职，每个月发完工资，剩下3000元
左右来支撑他和父亲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份职业为我提供了
一个融入世界的通道。”坐在阳台上，郜
欣琪轻轻望向窗外，“我接触到的，其实
都是人们心中最隐秘、最复杂又最真实
的情感，你能从那些无法对身边人说出
口的话里，感受到这个时代年轻人对待

感情的心理状态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
会替人连续十几天不停道歉；会替

人告知分手决定；也会接到倾诉需求。
曾有一位男士酒后郁闷，在淘宝上找到
郜欣琪，“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身边的
人讲，但就想发发牢骚，你能听一下
吗？”

也曾接过长达 6个小时的电话，从
晚上 10点，聊到凌晨 4点。顾客让郜
欣琪扮演大学同学，希望能通过与他的
沟通，让隔壁的女友听到自己的真实想
法。“电话开免提，声音很大，每讲到一
个新的环节，他都会在旺旺上给我发提
纲，让我照着他的思路去讲，还会提醒
我多夸夸女生。”电话讲到凌晨4点，郜
欣琪听见电话那头女孩的声音，“你赶
快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天都快亮
了。”电话挂断，男孩发来信息说，“谢谢
你，让她能有机会平静地听完我的想
法。”

“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20多岁的
年纪，在感情上大多会爱自己胜过爱对
方，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时候会让人
抱憾终身。”当了几年传话人，作为过来
人的郜欣琪，有时候也化身为老大哥，
适时多说一句，“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
上，会怎么想？”权作调解。

“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通过这
份职业，我找到了第二次的生命和活着
的意义。”由于身体原因，郜欣琪每月仅
能下楼一两次，但他并不觉得孤单，“在
网上听别人倾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倾
诉。某种程度上，他们带我感受了这个
五彩的世界和丰富的人生情感。”6

莫让“乡村游医”忽悠百姓

网上接单代人传话

在新职业中体味百态人生
百姓故事

编者按

眼下，党史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各行各业都在结合工作实际，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我们新近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民情之窗》栏目，积极回应群众的关切，努

力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并推动相关地方和部门热情服务、用心解决，争取件件有回声、事事有结果，取得让群众满意的效果。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办好实事需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民生诉求，《我为群众办实事·民情之窗》栏目也欢迎广大

读者反映诉求、提供线索、建言献策，我们将再接再厉，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

7 月 6日，本报基层之声版刊
发了林州市龙山街道西街村村民
的来信——《何时修修这条路》，反
映的是西街村通往南营村的乡间
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给群众的出行
带来不便的情况。

之前的 2020 年 8月 21 日，本
报基层之声版也曾刊发过林州市
龙山区西街村村民反映该村至南
营村的道路年久失修，影响村民出
行的情况。

近日，西街村村民致电本报
说，这次群众的来信在河南日报刊
发后，林州市委对此迅速做出了回
应，积极组织人员实地勘察，并向

广大群众做出郑重承诺，尽早把这
条道路维修到位，彻底解决群众的
出行难问题。

据介绍，经过一年的前期准
备，这条路于今年8月19日开始动
工修建，28日完工。该村群众风趣
地说：“忆往昔，坑坑洼洼，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十斤鸡蛋买回家，
只剩下三斤囫囵蛋蛋；看今朝，乡间
道路旧貌换新颜，路面6米宽，笔直
又平坦，群众出行真方便。”

西街村和南营村许多村民激
动地说，河南日报基层之声版密切
关注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把群众
的建议呼声作为了自己的责任和
担当！6 （韩春光）

连线基层

当心“早产”月饼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 加 快 发 展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的 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保障

性租赁住房基础制度和支持政策。

《意见》的出台，将破解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过程中所面临的土地、审

批、财税、金融等政策瓶颈问题，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性，解决符合条件的青

年人、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

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郑州市以 1260 万的常住人口规模，成

为河南省唯一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万

人的特大城市。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

比，新增人口 397万，且入围 2020年中

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2021 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突破

70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对于许多流

向城市尤其是省会郑州的毕业生而

言，租房安居将成为他们踏入社会的

第一课。因此，有关部门需要加快完

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积

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持续供给，

努力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的结构性供

给不足。

青年有希望，城市有未来。解决

青年人、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是一个

城市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希望城市的管理者及有

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打破政策瓶

颈，让青年人、新市民都能够租得起

房、安得下心、创得了业。6

（耿之本）

让年轻人在城市租得起房

近日，笔者在下乡调研发现，很多
农村的坑塘闲置废弃，面积少则一二
亩，多则三五亩，乃至几十亩不等。

一些群众反映，以前，多数坑塘都是
鱼肥藕香，逢年过节时，村里老百姓都能
享用到坑塘带来的丰收成果。近年来，
村里很多大大小小的坑塘，由于缺乏日
常维护管理，大多数都荒废了，有的甚至
被填成宅基地，影响行洪排水。

豫东的一位村干部说，哪个村没有
三五个坑塘。若真能够利用起来，种藕、
养鱼、喂鸭，不但农村生态环境可以得到

极大改善，而且还能鼓起村民的钱袋子，
变成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关键时候
这些个废弃坑塘，如果与沟渠贯通联系
起来，对农村防汛排涝和抗旱必定能发
挥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今年夏季，各地
农村遭遇强降雨之后，许多乡村干部都
意识到了整治维护好坑塘的重要性。

因此，期望水利、渔业、土地等部
门，积极做好调查统计、规划开发，好好
将废弃坑塘整治维护起来，以出租承包
或群众入股的方式进行开发利用。6

（周何平）

5月 29日，本报基层之声版刊
发《能否为骑车的人让让路》的图
片报道后，立即引起郑州市人民政
府及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的高度重
视。近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致函
本报说，挡在郑州市东明路与纬二
路交叉口、占压非机动车道、影响
行人骑车通过的电力配电箱，就要
挪走了。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的来函如下：
看到河南日报上《能否为骑车

的人让让路》的报道后，郑州市城
市管理局先后两次组织金水区城
市管理局、国家电网郑州供电公司
负责人和设计单位进行了现场勘
查论证，定下整改方案，该工程约
需经费300万元。

鉴于该道路为金水区区管道
路，经与金水区政府沟通，达成一
致处理意见，建议由金水区政府结
合国家电网郑州供电公司整改方
案组织实施。6 （韩春光）

5月 29日，本报基层之声版刊
发《这笔医药费该不该报销》的读
者来信后，立即引起河南省医疗保
障局及漯河市医疗保障局的高度
重视。近日，漯河市医疗保障局致
函本报说，反映人杨国占的医疗费
补报差额 8262 元，已经支付给患
者本人。患者及其家属，对此表示
满意。

漯河市医疗保障局的来函如下：
经查，杨国占，系舞阳县广播

电视台退休职工，2020年，医院诊
断其为非小细胞肺癌，因此需要长
期服用抗癌药物——甲磺酸奥西
替尼。2月 6日其在郑大一附院拿

药，3月 2日到舞阳县为民服务大
厅报销时，因甲磺酸奥西替尼药品
价 格 由 原 来 的 15300 元 下 降 至
5580 元，医保中心窗口工作人员
按系统新标准结算，结算报销金额
为4743元，并于当月转给患者。

患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应该
按照原来的价格进行报销，并通过
河南日报基层之声版反映此事。
舞阳县医疗保障局核实研究后，及
时与杨国占沟通，协调解决问题，
已于6月 24日，按照调整前的药品
价格，通过医保系统进行了报销，
医药费补报差额 8262 元，已经支
付给杨国占本人。6 （韩春光）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这笔医药费，已经报销了
农村大量废坑塘应整治

拖欠的工资啥时候给我们

这个“拦路虎”要挪地方了

损毁道路终于修好了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乔连军

“近期的强降雨，导致豫北、豫东
许多地方的农作物受灾。而在我们这
儿，强降雨并没有给农作物造成很大损
失，因为高标准农田园区内沟渠相通，
排水通畅，积水当天就能排得出。”8月
31日，商水县巴村镇袁吴徐村党支部书
记袁红亮一边察看玉米长势，一边说
起高标准农田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南陵坡地势低洼，周围的张坡、
南陵、城上、城下、娄庄、袁吴徐、杨
楼、巴北等村因为生产条件差，经济
落后。2019 年，商水县创建高标准
农田示范园区，地址就选在了张庄镇
的南陵坡。一期投资 1.5 亿元，在张
庄镇创建了3.5万亩高标准农田。

两年多来，园区内灌溉与排水工
程、输配电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水肥一体化及物联网等
工程和物联网控制中心、田间气象
站、土壤墒情监测站、病虫害防治监
测站纷纷建起。自动喷灌机、植保无
人机、农业直升机、人工降雨设备一
应俱全。

园区内的许多农民，将土地以每
年每亩千元的租金流转出去，而后在
园区内打工挣钱，成了“双薪”农民。政
府为鼓励种粮大户在园区多种粮、种
好粮，出台许多优惠政策，让农业、科
技、金融等部门积极提供支农服务。

54岁的邱守先，是张庄镇南陵村
村民，外出打过工，当过村干部。几
年前，想流转土地种粮，但考虑到农
田耕种条件差、土地租金高、农资价
钱高、租工工钱高，加之播种费用高、

粮食价格低，种地基本不赚钱，放弃
了这个想法。

2019年，张庄镇 3.5万亩高标准
农田示范园区建成后，邱守先以每年
每亩1000元的价格在园区内流转了
2100 亩土地，成立商水县枫未种植
合作社、商水县守先农机专业合作
社，购买收割机、旋耕机等各种大型
机械20多台。

今 年 ，他 种 的 小 麦 亩 产 1400
斤。由于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减少了
化学农药用量，小麦品质很好，1600
亩小麦被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回收，剩下 500亩专供给贵州
茅台镇一家酒业公司。

邱守先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可能获得大丰收。
过去浇地靠人力，浇一亩地租工费、成
本费80元，一天最多浇5亩。现在浇
一亩地5元电费，一天可浇二三百亩。
一年光浇地一项，就节省几十万元。”

65岁的周群元，是张庄镇訾庄村
村民，2019年他在高标准农田流转土
地1000亩。他说，訾庄村以前缺井少
路，村民为抢井浇地夜间躺在井旁排
队。种的庄稼遇上阴雨天没法运回
家，瓜菜运不出去卖，客商不愿意来。

“现在，用手机下载APP，浇地时
手指一点，自动喷灌，想浇哪儿浇哪
儿。去年我种的都是订单小麦，平均
亩产 1400 斤；玉米也亩产 1400 斤。
今年秋季玉米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周群元说。

“如今南陵坡粮食高产、农民增
收，高标准农田必将为张庄镇经济快
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持续助力。”张庄
镇党委书记张军启说。6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显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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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照登

林州市龙山街道西街村至南营村的道路修整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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