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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古城街道石佛寺村的田迈造像为北魏
时期石刻，2013年被国家文物保护部门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佛寺位于该村东头，由于年久失修，主殿外檐多处椽木腐朽，殿檐多处
损毁，殿顶多处漏雨，瓦间杂草丛生；主殿西侧的配殿，在今年汛期中殿顶
坍塌。尽管当地文保部门对主殿内的田迈造像采取了防护措施，搭建钢
管支架加以保护，但也是权宜之计。希望加强该处文物的保护，及时进行
维修，确保文物安全。4 纪翔 摄

□本报记者 翁韬

9月 27日，临颍县王庄镇伍汲杜
村，临近晌午，56 岁的村民杜为民
（化名）拧开液化气灶的点火开关，火
焰闪烁几下，又熄灭了。老杜慌忙把
液化气罐扛上三轮车，边说边向村外
走，“孙子放学了，回家就吵着要吃饭
呢！”

其实，老杜和其他村民的家门口
三年前就架起了天然气管道，燃气表
也早就挂在了大门口。当天记者在
村里走访时看到，不少村民的房前屋
后都架设了天然气管道，家门口挂着
醒目的天然气表箱。同时，记者也发
现，所有天然气管道的入户端口都是
封死的，燃气表读数基本都是零，由
于长期没有使用和维护，部分天然气
表和管道已经破损。

“钱都交三年了，守着管道不通气，
那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一提
起天然气，杜为民就一肚子气。前几
年，老杜在城里的孩子家住的时候用过
天然气，跟现在正在使用的液化气罐比
起来，天然气干净、方便、省钱，让老杜
很是羡慕。

2018年 8月，村里号召安装天然

气，老杜觉得这样的惠民政策终于来
到家门口了，虽然装下来费用需要
4000多元，一家人还是早早地交上了
1300元的预付费用，村里和老杜一样
积极交钱的有三四百户。此后，很快
施工队进村架设了管道和表箱。眼看
通气就在眼前了，可让老杜没预料到
的是，突然有一天施工队撂下一堆施
工材料，撤了，然后再也没回来过。

眼瞅着工程渐渐烂尾，老杜频频
找到村干部询问，也没有结果。再后
来，很多看通气无望的村民开始吵吵
着退钱的事。特别是这一年多，周边
的村子陆续都通了天然气，这让先行
交钱又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伍汲杜村
村民气不打一处来。

伍汲杜村的村干部也一肚子苦
水。村干部告诉记者，当初这个项目
是乡镇要求推广的，施工方是县里招
商引资过来的燃气公司新奥燃气，但
是后来因为项目的特许经营权问题
发生了诉讼官司，目前为止诉讼还没
有结束，项目被搁置了。

“现在村民都担心掏过的钱打了
水漂，盼着能尽快用上天然气，村委
会跟上级反映过多次，也没有结果。”
该干部说，眼看着整个工程就差最后

一步——接通主管道就能使用了，长
期这样闲置十分可惜。建议把现有
项目的产权移交给村委会，然后可以
引入新的运营方接管现有的设备，这
样可以尽快实现通气，不要让群众的
期盼落空。但是，项目公司以诉讼还
在进行中为由拒绝了这一方案。

在农村天然气的主管单位临颍
县城管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收到过王孟镇、繁城镇等村民类
似的投诉，他们都建议村民通过向项
目公司追讨缴纳的款项来解决问
题。该工作人员解释，当初这家公司
中标的运营范围中并没有包含王孟
镇、繁城镇，本身属于超范围经营。
这就意味着，就算这家公司通过诉讼
取得相应资质权限，短时期内也是无
法运营现在的项目。且因为涉及燃
气安全问题，各家公司对于施工的标
准不同，建成管道的移交还要通过检
测、评估等，第三方公司来接手运营
的可能性不大。

一方面是群众盼望通气的急切，
一方面是被拖入诉讼、搁浅的项目，
类似伍汲杜村的乡村燃气困局何时
才能解开，杜为民们的天然气梦何时
才能实现呢？4

宝丰：入户通气 为何慢半拍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丁昌铭

“今年俺家种的 4 亩水稻，因
为连遭暴雨，内涝严重，全部给淹
绝收了。但俺积极响应党委、政府
号召，及时生产自救，适时补种上
了晚秋作物绿豆。结果你猜咋着，
到了收获期，经过实测，每亩地平
均收得绿豆近 200公斤，按市场价
8元一公斤算，你还别说，收入还挺
可观哩。”

9月 26日上午，记者见到固始
县徐集乡沈岗村新楼村民组 65岁
的村民朱万林老汉时，他掰着手指
头，高兴地向记者算起来灾后重
建、生产自救的收入账。

固始县徐集乡临近淮河，大部
分稻田地势低洼，境内大小河流有
9条之多，沿河的圩堤自然把全乡
分成三大圩区，是临淮岗重点水利
防汛控制工程影响区，无雨旱、遇雨
涝是该乡的真实写照。

今年 7月 2日至 12日，徐集乡
遭受持续特大暴雨影响，累计降
雨量达到 500余毫米，导致圩堤内
大部分田块内涝成灾。全乡三大
圩区的 7 大电排站不分昼夜地抢
排内涝，抢排时间长达 23 天。尽
管抢排及时，全乡仍有 320亩低洼
处的水稻由于内涝严重而绝收。
朱万林老汉就是受灾户之一，也
是全乡庄稼绝收面积最多的农民

家庭。
面对严重的灾情，徐集乡党

委、乡政府不等不靠，迅即组织乡
村干部逐户普查灾情，安排 17 个
村委会、1个居委会做好受灾普查
登记，对出现的零星绝收的田块，
引导群众全部及时补种上晚秋作
物绿豆。绿豆种子由乡政府统一
采购，逐户发放。由于绿豆具有免
耕播、可以直播、生长周期短、市场
价格好等特点，很受广大受灾户的
欢迎。

家住徐集乡郭洼村许圩村民
组的许士汉，今年水稻出现绝收的
面积为1.6亩，当时就直播了绿豆，
由于他人勤快，勤管理、勤除草、定
期施药杀虫，共计收获绿豆 300公
斤。刚刚晾晒完毕，就把新收获的
绿豆卖了，售得 2400 多元。许士
汉高兴地逢人便说：“补种绿豆真
好，不仅省工、省力、省时，而且收
入不比水稻差，明年俺家专门留出
两亩地，种植绿豆。”

“针对全乡地势低洼、非旱即
涝的实际情况，我们将采取积极的
减灾措施、想方设法应对各类自然
灾害，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不断探索
适合低洼地区农民增收的短、平、
快的作物种植，以确保农民受灾
后能够降低损失。”在经历汛情、
遭受灾情、全力生产自救之后，徐
集乡党委书记王成全充满信心地
说。4

□翁韬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一

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逐步向乡村延伸。

天然气下乡成为一个明显的行业趋势，打

造“气化乡村”也成为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

设，打造宜居美丽乡村的必然选择。

乡村天然气一头连着蓝天，一头连着

民生。在日前的走访中，记者欣喜地发现，

不少的农村群众也享受到了点火即燃的清

洁、安全、实惠的天然气服务，摆脱了燃煤

的烟熏火燎、液化气罐的肩扛手提的烦恼，

群众的满意度是很高的。

但是，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部分地方

存在天然气项目未批先建、建而不通、收费

不亲民、服务滞后等现象，给农村群众带来

不良的用气体验。

“气化乡村”作为民生工程，普惠、平

价、体现公共服务特性应该是题中应有之

义。对于很多农村群众来说，天然气的定

价相较于城市首先应该是更加亲民。然

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部分地方为市场化

定价，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因此，农村天

然气的安装费用相差极大，相对较低的有

1300 元，高的 4000 多元。农村消费者对于

价格相对敏感，过高的燃气定价也抑制了

不少群众的通气意愿，高定价把不少人挡

在了门外。

此外，燃气行业是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的行业，对于广大的农村新用户来说，安全

使用燃气、管线维护的观念不强，燃气企业

指导农村群众安全用气的宣传普及不够。

采访中，不少村民对安全用气知识一知半

解，不少农村拆房改建中存在随意挪动燃

气表、改动管道现象，这些给乡村用气安全

带来不小的隐患。

“气化乡村”是近几年新生的事物，很

多政策法规和行业监管相对滞后。这体现

在，国家相关的政策条例缺乏，存在适用政

策规定不清晰、市场管理和运行不规范等

问题；行业主管部门不明晰，有的地方划归

住建部门管理，有的地方又归城管等部门

管理。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部分燃气企业

在农村跑马圈地，没有正规的特许经营手

续就开工建设，超范围建设，这也客观上导

致部分建成项目迟迟无法实现点火通气，

相关的司法争端不断。行业的无序竞争，

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引发了部分缴费

群众对农村天然气项目的不信任。

天 然 气 下 乡 ，服 务 和 监 管 也 应 该 跟

上。这就需要燃气服务部门能够往前多走

一步，服务力量下沉，尽可能地在乡镇建立

服务网点，开通网上缴费渠道等，最大限度

地方便群众。监管部门也应提前介入，科

学规划、稳步推进，把好准入标准、完善监

管体制、规范市场竞争行为，让农村天然气

市场科学健康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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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乔光

9月 29日一大早，几天连阴雨
过后，太阳露出了笑脸。玉军的媳
妇文秀，连忙喊全喜叔起床：“该给
你晒晒被褥了，顺便把内外衣服换
换、洗洗。”

在安阳县高庄镇胡官屯村，村
民们一提起肖玉军和肖宝军兄弟
俩都会伸出大拇指，夸奖他俩既有
孝心又有善心，为孤寡智障村民肖
全喜撑起了幸福伞，让全喜有了个
可以依赖、充满温暖的家。

肖全喜 58岁，无父无母，没有
结过婚，无儿无女，有点智障，有时
会忘记回家的路。玉军 48岁、宝
军 45岁，兄弟俩与全喜非亲非故，
按家谱来说，都已经过了五服。

兄弟俩父母在世时，他们家经
常照顾周济全喜。“他一个人生活
不容易，咱能帮点就帮点，就当行
善助人。”2017年，母亲驾鹤西去，
临走前不忘叮嘱玉军、宝军兄弟
俩，一定要好好照料全喜，让他吃
个现成饭，睡个安稳觉，否则九泉
之下，见了他们的父亲，无法交代。

刚开始，兄弟俩也打过退堂
鼓，觉得没有义务看护全喜，毕竟，需
要付出的不仅仅是财力，还要耗费大
量精力和心血，说不定还会吃力不讨
好，遭人非议。经过再三考虑，多方
权衡，兄弟俩决定，把全喜当成亲叔
叔照看，一人轮流照看一年，每年
农历四月初一交接，把孝敬老人、
邻里互助的家风发扬光大。

兄弟俩经销猪肉，特别忙，没

时间陪全喜。早起出门，千叮咛万
嘱咐全喜，别乱走乱跑，就在村内
转转。可是全喜喜欢凑热闹，到处
走动，一次居然走丢了。熟悉的地
方找遍了，还是不见全喜。玉军、
宝军放下生意，四处寻找，才找到
全喜。

玉军的媳妇王文秀，善良贤
惠。“俺专门让全喜叔住了个单间，
被褥、床单经常换新，改善生活时
都是让全喜叔先吃，子女们喊全喜
叔吃饭都成了习惯。”文秀的儿子
正读研究生，每次放假回家，都给
全喜爷爷端水送饭。

宝军常对家人说：“既然咱照
顾全喜叔，就得把全喜叔照料好，
不能口是心非，不能埋怨顶撞。”不
管手头多忙，按时按点叫全喜吃
饭，隔三差五给全喜改善生活。

村里人刚开始觉得，兄弟俩想
出风头，赚个好名声，坚持不了多
久就会后悔，撒手不管，弃之不
顾。如今，四年过去，兄弟俩照顾
全喜依然如故，无怨无悔。

兄弟俩的善举，让许多村民深
受感染。“人家弟兄俩，和全喜非亲
非故，对全喜都那么好，咱没理由
不好好孝顺父母。”把玉军、宝军哥
俩当成镜子对照，孝老敬老、邻里
互助已经成为许多村民的自觉行
动。

村党支部书记陈庆伟说：“玉
军、宝军他们兄弟俩的做法令人赞
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正号召全村
群众向他俩学习。人人为乡风文明
出力流汗，孝老敬老、邻里互助就会
蔚然成风。”4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袁鑫

电（机）动三轮、四轮车在各地引
起的众多事故不用赘言，可以说，早
就成为城市交通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对于电动车主和商家来说，
这项治理会损害其直接利益，但当大
多数人的利益——即城市交通的规
范无法保障时，治理就成为大多数人
的共识。

从今年 8月 1日起，濮阳市城区
部分区域全天 24小时禁止电（机）动
三轮、四轮车通行，并且禁停。同时，
城区范围内禁止企业、商户和个人生
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
门许可生产的电（机）动三轮、四轮
车。

秋季，濮阳市中小学开学，电动
车使用大军——接送孩子的老人们
开始遭遇“无车之痛”。有人冒险再
次骑上电动车，但更多的人选择坐上
学生专线或优化过的公交线路，学生
凭学生卡、老人拿着护送卡免费乘
坐。

在这场高难度的专项治理中，濮
阳市没有“一禁了之”，而是充分了解
民意，建设性、有温度地改变“电动
车”大军的出行习惯。

统计显示，在濮阳市的交通事故
中，涉及电（机）动三轮、四轮车的交
通事故达 50%以上，且电（机）动三
轮、四轮车技术和安全性能较低，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率高，损
害后果大。依法整治规范电（机）动
三轮、四轮车，还市民一个良好的交
通出行环境，还濮阳一个良好的城市
形象迫在眉睫。

看到开展“电（机）动三轮、四轮
车专项整治”的消息，多数濮阳市民
在网络平台上留言，表示支持。

“开展好电（机）动三轮、四轮车
集中整治，是机遇之需、民生之求、发
展之要、政府之责。”濮阳市市长万正
峰说，“它更是改变濮阳的一场交通
文明整治，是濮阳市委、市政府更加
重视提升城市品位、更加重视破解民
生难题、更加重视基层基础的综合体
现”。

坚决治理的同时，配套服务也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优化公共交通服
务，搭建旧电（机）动三轮、四轮车销
售平台，开通咨询电话，发布上牌指
南，对残疾、特困、无生活来源等特殊
群体发放临时通行标识……

8月 20日，濮阳市交通运输局发
布公告，为支持电（机）动三轮、四轮
车专项整治，提高城市公交运行效
率，保障学生乘公交顺畅上下学，对

城区的5路、6路、8路、9路、10路、11
路等17条公交线路进行了优化。

“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部分电
（机）动三轮、四轮车的主要用途是接
送孩子上下学，公交公司就向城区内
12周岁以下的学生发放了免费公交
卡和家长护送卡，目前已办理学生
卡、家长护送卡 8914张。”濮阳市众
意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
春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自 2019 年 10 月，濮阳
市已经开始实施 60岁以上老年人免
费乘坐公交政策，截至目前，已办理
老年优惠卡18.3万张。此外，濮阳市
公交公司又开通了 2条在上下学时
段区间往复、快线直达的学生专线，
可凭学生卡、护送卡免费乘坐。

“公司采购了 60辆 30座的巴士
作为定制公交的使用车辆，乘坐费用
大概为一年 200元至 300元之间，目
前正在和各个学校积极对接，统计需
求情况。”王春生介绍，定制公交有专
门开发的 APP，学生上下车情况，车
辆行驶轨迹，学生家长都能轻松掌
握。

9 月 30 日下午，记者徜徉在濮
阳市著名的龙城广场。身边游人如
织，赞叹声不绝于耳，昔日横冲直撞
的电（机）动三轮、四轮车已不见踪
迹。4

治理电（机）动三轮、四轮车的濮阳实践

做好疏堵结合 不搞一禁了之

连心基层

□本报记者 翁韬

“三年前，天然气表就挂这儿了，
一直说要通气，但眼瞅着俺的小孙子
两岁多都会跑了，气还是没有通。”9
月底，宝丰县商酒务镇赵官营村村民
王玲华（化名）指着家门口天然气计
量表说。

2018 年 9 月，村干部通知王玲
华，村里要铺设天然气管道了，通家入
户、一户一表。这让从事卤味制品加
工的王玲华十分高兴。“家里有个小生
意，俺们家用液化气一直比较‘费’，一
周最少一罐气，价格贵不说，十几公斤
重的液化气罐搬来搬去的，身体也吃
不消。这要是通了天然气，阀门一开，
燃气灶一打就能使上火，想想都美
气。”于是，王玲华第一时间响应号
召，在 2018年 9月 21日缴纳了 1270
元的天然气安装费。

没多久，村里就来了施工队伍，
埋管架线。2019 年上半年，崭新的
天然气表就挂在了王玲华的家门口，
入户的接口都留好了，燃气灶等设备
也送到了家。然而，此后就是漫长的

等待，入户通气就没了消息。
去年下半年开始，王玲华听说陆

陆续续有别的村庄开始通气了，而赵
官营村还是没有通气的迹象。“就差
这最后一两米的距离，为啥用上天然
气就这么慢？”采访中，商酒务镇不少
村民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商酒务镇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项目是由宝丰县豫天新能源有限
公司负责施工的，乡镇作为属地管理
部门主要负责项目的协调对接，他们
也多次跟公司沟通，但是效果并不理
想，截至目前，全镇的通气户数不到总
体的三分之一。他们会尽力协调有关
机构尽快推进。

宝丰县豫天新能源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全县目前已经缴费的农村
天然气用户大约有五万户，点火通气
的有一万多户，通气率不算高。具体
原因，除了这两年的疫情和水灾影响
外，主要的工作阻力在于接通前的调
压整改工作量较大。

该负责人说，农村天然气管道
建设跟城市相对规范的施工环境不
同，地形地貌特征复杂，镇村分布空

间较散。目前采取的管线铺设方式
有两种：架空和地埋。但天然气对
于农村用户来讲是新鲜事物，对管
线保护意识不够，农村水电改造、道
路改造、拆建房屋等因素造成管线
被破坏的情况居多，且被破坏的地
埋管线大多都隐瞒不报，导致燃气
公司在通气的过程中保不住压，管
道查漏维修的工作量巨大，一方面
增加了资金投入，一方面拖慢了通
气运营的进程。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会加快进
度，争取年底前完成 3 万户通气目
标。

宝丰县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宝丰县“双替代”煤改气工程从
2018年 7月开始规划、设计、施工建
设，后期按管线顺序逐村通气。针对
农村天然气通气率不高的问题，他们
将督促施工公司加大资金投入，加快
整村通气推进力度，让已经交费的用
户早日用上天然气。此外，他们还将
协调乡镇加大农村安全用气和燃气
管道保护力度，让农村用户用上放心
气、省心气。4

百姓故事

瞧这兄弟俩

燃气下乡，要走好“最后一公里”
灾后重建

我为群众办实事·民情之窗

受灾不等靠 积极来自救

这处文物亟待保护

现场目击

服务和监管应跟上

学生们免费乘公交。4

临颍：争议难解 何时能通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