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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调查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冯开俊 张军停 余红北

舍不得开的电暖器

立冬的一场雪，一下子把豫北拉进了
冬天。

11月10日，刚刚入冬，安阳市文峰区高
庄镇 71岁的王文林老人就早早地进入了

“猫冬”模式。老人患有气管炎、哮喘，多年
的老病根，他最怕的就是“冷”。冬日里，王
文林老人基本不出家门，白天的大多数时
间，他都穿着厚厚的冬衣，围坐在被窝里看
电视，太阳高照的午后，老人偶尔会在自家
院子里晒会儿太阳。

说到冬天取暖，王文林说，以前家里主
要取暖方式是煤炉，这两年，让用清洁能源
取暖，煤炉也下了岗。去年冬天，儿子给他
买了一个水电暖气片取暖。比起烧煤，用电
烧热水取暖的方式比较安全，不担心煤气中
毒。不过，这种水电暖气片的取暖效果没有
用煤好，要想屋里暖和只能长期开着。虽然
上个采暖季政府补贴了150元的采暖费，但
是高额的电费还是让以务农为生的他有点
吃不消，电暖器舍不得一直开，只是一早一
晚温度低的时候才开。

据介绍，当地今冬用电取暖补贴是以
10月份家庭正常用电度数为基本参数的。
比如，10月份用电是100度，到了釆暖季对
每个月多出的用电部分进行补贴，四个月
为一个釆暖季，一个采暖季最高补贴 500
度电，也就是约250元。

像王文林老人一样，不少豫北农村家
庭冬季取暖，都告别了柴火、玉米芯、煤炭，
换成了电、天然气等，就算有补贴，还是有
不少农村老人舍不得用电、用气。该镇将
台村 72岁的老人李林生告诉记者，他自己
用空调取暖，晚上睡觉前开一会儿，等暖和
了关掉。白天天气好的时候，就在户外晒
晒太阳。

至于用天然气取暖，李林生说，将台村
一千多户，之前有68户交了天然气开口费，
现在只有 8户通上了气能正常使用，有 60
户至今都没有开通，谈不上用燃气取暖。

用电取暖补贴应该怎么补

和城市楼房相比，乡村自建房普遍建
筑规格低，家家单户独立，墙壁薄且没有保
温层，加之门窗缝隙大，这些都会让农村房
屋冬天室内热量流失较快。加之农村房屋
普遍建筑面积较大、上下空间较高，乡村家
庭要实现同样的采暖效果，花费比城市居
民要高得多。

村民们告诉记者，之前的许多年来，农
村家庭均以烧煤、烧柴取暖为主，这种取暖
方式简便，且成本较低，取暖效果相对较

好，但是弊端就是对空气的污染较大。近
年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不少地方
鼓励城乡居民冬季采暖方式向用气和电转
变。有些乡镇给一些困难群众免费发放了
取暖炉、电热扇等采暖设备，可是由于其耗
电功率大，用电支出多，很多农村群众用不
起；天然气在农村的普及率不高，再加上燃
气采暖还要进行地暖改造、购置燃气设备
等，取暖经济性较低，很多农村家庭对其接
受程度也不高。一些条件好的农村家庭采
用开空调取暖，但是不少的农村电网没有
经过升级改造，老化的线路和低功率的变
压器很难承受大的用电负荷，冬季用电高
峰期，跳闸、烧毁线路的情况屡见不鲜。

通过对部分农村家庭的走访，记者了
解到，用电取暖目前是豫北地区农村老人
普遍使用的取暖方式，但农村老人普遍收
入水平不高，对电费的支出比较敏感，这就
造成了不少农村老人不敢敞开用电，使用
电采暖设备时间比较短。

针对这个问题，采访中有村干部建议，
改变总电量差额补贴的方式，最好采取按
时间段补贴电费的方式，以此鼓励农村老
人大胆用电采暖，解决农村老人冬天取暖
的问题。据介绍，冬季村民的采暖用电大，
多集中在傍黑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时段，而
到了中午气温较高的时段，很多家庭为了
省钱，都会将电源关掉。

因此，这位村干部建议用电取暖补贴，
直接在取暖时间段以降费的方式补贴为
好，即在每天的晚6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
这个时段，对农村居民的每度电费给予一
定幅度的优惠，以此鼓励农村老人用电取
暖。农村老人用电顾虑大大降低，用电取
暖的意愿自然会大幅度提高。

共助农村老人过暖冬

11 月 11日，在冬日的暖阳下，卫辉市
上乐村镇敬老院宽敞的大院里，老人们有
的散步，有的下棋，其乐融融。

来到周福岭老人所住的房间，屋里有
两张床，两个衣柜，桌凳摆放整齐。今年65
岁的周福岭，是2015年 11月 1日搬进敬老
院的。谈起冬季取暖，他打开了话匣子：过
去，一到冬天，就用柴火、干树枝、玉米芯等
烧火取暖，烟熏火燎不安全不说，取暖效果
也不好。现在来到了敬老院，取暖有空调，
吃饭有人做，一年四季的衣服被褥，都是崭
新的，比原来在家里舒服多了。

上乐村镇敬老院副院长董志娟说：“尊
老、敬老、爱老、养老是我们的职责。今年，
我们受灾了，受灾不能受冻。我们及时为
老人们发放了棉衣、棉被，保障让每一位老
人能够过一个幸福、安全、温暖的冬天。”

寒冬将至，除了在农村养老机构集中
养老的老人得到妥善兜底保障之外，广大
农村还有不少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值得引

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些老人因为年事已
高、儿女不在身边或者疾病等原因，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过冬难的问题。关爱农村老人
温暖过冬，是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
任。

家庭成员首先应该承担起关爱老人的
责任。现在不少农村的年轻人，走出了乡
村，住进了城里，实现了集中供暖。如果
子女在城里工作，应鼓励其冬季将老人接
到城里居住；子女在农村的，应鼓励其和
老人一起居住。作为子女，应该主动采取
办法解决老人的取暖问题，常回家看看。
帮老人购买取暖设备，分担电费支出，准
备好棉衣、棉被，置全生活必需品，不仅做
到让老人“身暖”，更要让老人感受到“心
暖”。

提醒农村基层组织，教育农村老年人
做好自我防护。对于生火炉取暖的老人，

应注意检查火炉安全问题，及时更新烟筒，
清理烟筒里的堵塞物，保障烟筒畅通无
阻。对于留守老人，村党支部、村委会或老
年协会应派人检查其采暖设施，帮助他们
更换新烟筒或清除旧烟筒的堵塞物等。包
村干部也应深入农户，进行防火和防煤气
中毒的安全知识宣传。

政府尽可能出台政策，对农村老人给
予一定的冬季采暖电费、天然气费补贴。
困难孤寡老人由政府接到敬老院，对于不
愿去敬老院的老人，机关干部可采取与老
人结成帮扶对子的方法帮扶。至于没有条
件跟孩子住在一起的老人，可采取与几位
亲近的老人住在一起的方式，合伙购置采
暖设施，既可互相照应、说话，也有个伴
儿。以此解决农村老人的取暖问题，让他
们衣食居住无忧，确保农村老人们温暖祥
和过冬。4

天冷了 农村老人取暖还好吗？

时下，专门为村民办红白事提供宴席上门服务的“流动
餐厅”普遍兴起。其一般由几位厨艺熟练的村民联合，自带
桌椅、厨具、餐具上门服务，承担买菜、洗菜、做饭、端盘子、
刷碗等所有与宴席相关的服务。这样的服务，省事省心，收
费不高，很受农民欢迎。然而“流动餐厅”带来的问题是，由
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手段，监管方面存在诸多盲区，卫
生条件、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由于“流动餐厅”的流动性强，临时性设在偏远乡村，且
经营者对依法办证经营的意识淡薄，对执法部门开展日常
监管造成困难。大量“流动餐厅”受经营场所限制，没有配
备相应消防安全设备、消毒杀菌设备，由于“流动餐厅”进销
货渠道存在不确定性，餐厅食品采购、储存、加工不规范，存
在“功夫菜”择日卖、“凉拌菜”倒手卖等情况，其厨师和服务
人员基本上没有健康证，容易传播疾病。且“流动餐厅”大
多未办理税务登记手续，不向消费者提供相应票据，一旦发
生消费纠纷，存在举证难的情况。

因此，基层政府及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需要采取相应
措施，延伸监管链条，规范并引导“流动餐厅”良性发展，
使其真正成为老百姓的“放心餐厅”。一方面，相关部门
应制定完善符合“流动餐厅”经营特征的食品安全标准；
另一方面，应对“流动餐厅”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餐饮加工
设备、原料采购渠道等进行全方位监管，严格行业准入，
培育标准化农村集体聚餐加工企业。定期组织“流动餐
厅”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参加《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培训，督促
其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食品安全法规培训合格证明，依法
依规从事集体聚餐生产加工活动。

针对“流动餐厅”的特点，建立和完善以县（区）级食品
安全监督部门负总责、乡镇（街道）设专管人员具体负责，社
区、村设联络员的监管体制，加强对乡镇、街道专管员和社
区、村监督联络员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监管知
识培训，强化对“流动餐厅”的有效监管。建立农村聚餐食
品安全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完善农村集
体聚餐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切实有效防范农村聚餐
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4 （王秀根）

补齐“流动餐厅”
的监管短板

建设好、管理好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对农村发展、环境
提升、乡风文明意义重大。然而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些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存在管理混乱、标准不一、质量不高等问题，
亟待解决。因此，村党支部、村委会在项目建设中，应以群
众视角审视，从群众利益出发，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为乡村
振兴提供强力支撑。

保障农民主体地位。项目建设好不好，用起来咋样，群
众最有发言权。村干部要当好大管家，认真履行“四议两公
开”程序，引导农民充分表达意见，正确行使参与权、决策权
和监督权。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避
免项目设计不合理、与环境不匹配、与群众生产生活相脱
节。规划设计部门应与群众代表一起实地踏勘、座谈讨论，
群众的合理建议，村干部应督促规划设计部门采纳。在项
目施工阶段，让群众全程监督，对破坏生态环境、野蛮施工
等情况坚决制止。

强化工程监督管理。村级组织应切实负起责任，严
把质量关，建设群众满意、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一要
懂。面对项目，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越来越成为基层干部
需要补齐的短板。应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做懂业务的
行家。二要盯。明确专人负责，根据工程进度，紧盯关键
环节和重要节点，把严贯穿始终。三要廉。村干部应行
稳立正，坚持“亲”“清”标准、守住廉洁底线，维护好集体
和群众的利益。

确保项目充分发挥作用。项目建好，更要管好、维护
好，确保每笔资金都发挥应有的效益。引导群众形成文明
使用、爱惜设施的习惯。对道路、广场、游园、健身器材等明
确管护责任人，建立台账，发现问题及时维护。健全机制，
定期将项目运营情况向村民公示。项目设施出现损坏，应
及时查找原因，制定对策。对因管护不力引发损坏的，追究
管护责任人的责任。4 （李豪华）

美丽乡村项目建设
要规范有序

我们是巩义市西村镇圣水村的村民。今年，我们村遭
遇洪灾，村中央的一条主路，塌陷一个长约 15米、宽约 10
米、深约3米的大坑。已塌陷三个多月，造成全村数千人过
往困难，特别是小学生上学更是危险，必须绕行。因此，呼
吁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填平这个深坑，解决群众的出行
难。4

（郜泉州 口述 韩春光 整理）

连线基层

塌陷深坑何时填平

直击现场

安阳一位农村老人在用电暖器取暖。4 冯开俊 摄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丰兴汉 张旭

立冬过后，唐河县沃野田畴上麦芽萌
动、新绿初绽。

城郊乡党坡村振群家庭农场里，老把式
乔振群正忙着察看小麦苗情。“今年小麦比
往年晚播十几天，影响不大。不过，从今年
的气候特点看，要想打好丰收的底子，种地
管理时机把握不住、技术含量达不到还真不
中？”言谈间，乔振群充满自信，自信来自他
深耕的沃土和心仪的职业。

说是老把式，其实乔振群今年50岁，年
富力强。

初中毕业后，当大部分农村青年外出
打工时，乔振群看着不少土地撂荒，十分惋
惜。种地辛苦，但种地真的是穷路一条
吗？乔振群站在田埂，挺了挺脊梁。

200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
工程基本完成。搬来的移民群众大多不擅
长耕种，都想把耕地包出去外出打工。乔
振群顺势而为，和 7人联合，以每亩 520元
的价格把几千亩地承包下来，第一年就收
入80万元。

2013年，家庭农场成立，个人流转土地
达 1400多亩。可低谷随之而来，受极端天
气和粮价低迷影响，2016年至 2019年基本
没挣到钱，但他依然坚持。

到 2020 年，玉米市场价达到每斤 1.2
至 1.3 元，回归质优价高的正常轨道，乔振
群意识到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现在2600亩地，2400亩种小麦，其余
种其他作物，产量总体上稳中有增。”乔振
群说，“靠土壤改良、耕作技术提升，受极端
天气的影响能降到最低限度。”

农场醒目位置挂着几个亮眼的招牌：
“唐河县汤红农业科技职业培训学校实操
基地”“南阳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训
基地”“唐河县专项职业能力实操考试基

地”……
与之匹配的是，他珍藏的职业证书和

培训资质。他进修了中专学历，被评为省
产业技术指导员、南阳市最美农业人，任南
阳市农民田间学校副理事长。他的农场成
了培育新农人的摇篮，全省各地的农民一
来学习就是几百人。

乔振群说：“学无止境，技无上限。我
每年都参加学习培训10次以上，种植技术、
新品引进、经营管理、智慧农业等，学一次
有次收获、有次提升。”

最近的学习是在夏天，省农业农村厅
组织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智慧农业。他大
开眼界，归来就付诸行动。乔振群这两天
正计划外出参观取经，在精细管理上再搞
一次突破。

乔振群双眼闪烁：“智慧农业真好，装
上远程控制系统，大棚里的风向、湿度、温
度、病虫害等，一部手机就能掌握，要通风
透光，轻轻一按就能实现，省心省时省事。”

“咱的新型农机都装了北斗系统。比
如播种，用手机就可随时掌控播种深度、宽
度、播种率。”乔振群滔滔不绝，“深耕、深松
都有GPS，能精准监控；无人机可选择作业
时段，精准自动喷施。”

有技术支撑，传统的种粮让乔振群种出
了新意。2400亩小麦中1600亩“郑麦113”
直供酿酒企业，每斤高出市场价8分到 1毛
钱；剩下800亩“新麦45”强筋小麦专供面粉
企业，每斤高出市场价5分到8分钱。

女儿乔鑫、乔淼更忙，不停地指挥工人
将收购的“唐河红薯”入库，为电商平台备
货。

“俩闺女都本科毕业，当过企业高管，
取得县第一代农业无人机操作证书，是杭
州一扇门电商集团等机构培训出的电商学
员。”说起女儿乔振群很自豪，“她们是我的
接班人。”

春夏时节，住在县城的两姐妹每天8点

准时回农场上班；收获时节，待在电商公司
销售红薯、黄桃等，乔淼一人开了6个店铺，
招聘8名员工，两人一年的电商收入都在百
万元以上。为保证货源，姐妹俩现在又建3
个保鲜库，仅储存红薯就100万公斤。

能吃苦，接受新事物快，具备新型职业
农民的潜质。这是乔振群对女儿的评价。
农场两台无人植保机是她们的亲密伙伴，

不仅能快速完成自家病虫害统防治任务，
有次还转战淅川县，一天打药1000多亩。

乔鑫说：“我们要亲眼看着农村变成令
人向往的地方，农业变成充满希望的产业，
农民变成让人羡慕的职业。”

目前，唐河县高素质农民已达 3366
人。他们都像乔振群父女一样，用心耕耘
广阔天地，努力承载金色希望！4

老把式的新农经
百姓故事

振群家庭农场红薯基地的红薯收获了。4 丰兴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