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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吴改红 王丹涛

一碗热饭，半杯开水，有凳能歇脚，寒暑不受苦——
这是户外工作者“畅想”的工作间隙休息场所，如今这
样的愿望在汝州市实现了。

5月 24日上午 9点 30分，刚完成汝州市朝阳路日
常保洁工作的环卫工郭留风，走进附近的蔡庄户外劳
动者驿站，熟练地打开微波炉，给自带的早饭加热。

“每天起得早，顾不上吃早饭。这个爱心驿站不仅
给了我们歇脚地，还能提供热水、帮助热饭，真是方便，
让我们的心里很温暖。”她开心地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驿站？
面积126.6平方米的驿站里，内有“乾坤”，功能不

少。走进驿站，桌椅、沙发、饮水机、充电排插、微波炉、
急救箱等一应俱全。

“这是专门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城管、交警、快
递员、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量身配置的，‘热可纳
凉、冷可取暖、渴可喝水、累可歇脚’，就近解决他们喝
水、避暑、取暖、热饭等现实问题。”汝州市城管执法局
副局长孙景欣说。

除此之外，这里还免费提供为手机充电、应急救助
等多项志愿服务，全方位为户外劳动者、路过的孤寡老
人等提供方便。

郭留风每当完成路面清扫工作后，都会来这里歇
歇脚、喝口水，顺便给手机充充电。有时自带的早餐冷
了，就在这里加热再吃，不用在马路边将就了。

“早饭都是从家里带来的，我带了两个馒头和一份
炒土豆丝，微波炉里一转，热腾腾的，吃得带劲。”说话
的时候，环卫工潘爱珍手没闲着，“以前工作闲暇，只能
在路边找个人少的地方坐在台阶上休息，人来人往地
看着，感觉很不舒服。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
室’。”

2019年 6月，在汝州市总工会支持下，汝州市城
市管理局提升“蔡庄环卫驿站”功能，将其拓展为“蔡庄
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以来，平均每天服务 70余人
次。

孙景欣介绍，近年来，汝州市城管系统积极对接市
总工会，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就近就便为环卫
工、快递员、送餐员、城市管理员等各类户外劳动者解
决喝水、避暑、取暖、热饭等“关键小事”。

爱心驿站还为户外工作者精心准备了“精神食
粮”。驿站书柜墙里满格的书籍，让户外工作者在休息
时享受短暂美好的阅读时间，使爱心驿站成为大家学
习充电的家园。

“爱心驿站有效搭建起了服务户外劳动者的重要
阵地，营造了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
氛围，让广大户外劳动者充分感受到家人般的关心和
温暖。”孙景欣说。

不久前，汝州市蔡庄户外劳动者驿站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办公厅评为2021年全国“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李红亮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
人圆了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梦，人们所居住的
社区（小区）已经成为承载无数人城市生活的
重要场所。

社区（小区）物业管理作为房地产经营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改善广大居民生
活环境的责任。社区（小区）物业管理的好坏
直接关系着业主的人居幸福指数的高低。然
而，近年来物业管理者与业主之间存在的不
和谐问题日渐凸显，本应该是社区（小区）业
主贴心的“管家”角色却成了“冤家对头”，如
何构建新型的和谐社区关系是一道亟待破解
的社会管理难题。

业主吐槽不断

“我县共有 42个社区（小区），根据近年
来 12345县长热线受理中心的报告显示，每
月平均接听群众来电三四千个，其中反映房
产物业问题的月均 100个左右，是群众最为
关心的热点、焦点事情之一。”豫东某县城管
局县长热线受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负责人向记者列举了一些社区（小区）
物业管理乱象，例如，物业公司对小区环境规
划不科学，内部停车位规划太少，停车管理秩
序混乱，造成不少业主的停车难；公共设施管
理不到位，不少小区内的照明设施不全，监控
存在盲区，导致偷盗事件多发；小区的消防通
道堵塞，消防隐患凸显；公共设施的维护养护
不及时，损坏路面和下水道长期得不到维修，
随处堆积的垃圾和僵尸车不清理等。

居住在豫南某县城社区的退休教师王先
生也向记者吐槽，他们小区的物业公司服务
意识不强，重收费轻管理，不负责的物业管理
给业主带来一串的烦心事：部分业主把公共
绿化带破坏，圈占起来后用于种菜，物业公司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置之不理，听之任之；还
有的业主，私搭乱建，造成小区景观失去了往

日的整齐划一，而物业往往不敢碰硬，没人管
理；衣服被子乱晾乱晒，杂乱无章；门前楼道
内张贴的墙体小广告，常年无人清理，影响观
瞻……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地方的社区（小
区）物业公司经常被业主投诉，两者之间的关
系往往像“针尖对麦芒”，业主委员会炒物业公
司鱿鱼的官司不断，新旧物业公司交接时摩擦
升级，种种乱象激发的矛盾时常见诸报端。

物业坦言“管家”难当

“作为物业管理部门，全心全意为居民群
众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立足之本。
但是每个城市社区（小区）内，居住的人来自
四面八方，人口密集复杂，诉求各不相同，有

的时候确实众口难调”，豫东某县一社区物业
部门负责人说，他们物业管理部门常自嘲是
一个“出气筒”，里面装的啥“诉求”都有。由
于是服务行业，有时候有的业主有一点事情
处理不好就有意见，不是板着脸吵闹，就是上
访或拨打县长热线投诉，这个“大管家”确实
难当。

“但当我们催缴物业服务费的时候，有的
业主打多次电话都不缴纳，还有的一拖就是
一年半载，”该负责人说，但是楼上楼下的因
为一点噪音、漏水滴水、生活垃圾清理等个人
纠纷问题，就到物业管理办公室反映，强烈要
求及时解决，我们去处理了，结果大多是高兴
一个，得罪一个。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特别是在老旧小
区，类似的情况则更为明显，由于物业费相对

较低、公共维修基金较少，物管公司总觉得
“没钱”不愿干活，而天长日久，业主则心生不
满，由此业主和物业的关系进入恶性循环，冲
突矛盾难以化解。

如何构建和谐社区

物业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较强
的综合性和区域特点，涉及基层组织、住建、
综合执法等多个部门，这就需要各部门通力
协作，齐抓共管。

采访中，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建议，首先
要理顺体制，明确责任，要建立政府主导，相
关职能部门配合的领导机制，按照“条块结
合、属地管理”的原则和“基层政府主导、主管
部门督促、部门协助、社区主抓”的工作格局，
进一步理顺物业管理体制，发挥部门监督、指
导职能，形成齐抓共管物业局面。

该负责人还认为，要根据各地的客观实
际，因地施策，将老旧小区和新区采取不同的
方式，以社区网格为基础，组织成不同的物业
管理机制，做到所有小区全覆盖，对小区物业
管理的成效进行评定给予奖惩。

采访中，不少物业行业从业者表示，物业
管理企业和业主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二者需要更多的互相理解、支持和配合，形成
新型的和谐社区关系。

有从业者建议，首先，针对社区管理中出
现的矛盾纠纷，应建立健全社区、业委会、物
业公司三位一体的物业纠纷调解工作机制，
综合运用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手段，全面调处
小区管理中的各类矛盾纠纷。其次，针对物
业费用收取无法保障的问题，建立业主拒交
物业服务费协调机制，对一些恶意拖欠物业
服务费或经多次催交仍未缴纳的业主，支持
物业服务企业向人民法院起诉。再次，加强
物业行业的自律管理规范建设，建立物业管
理行业监管机制，对有不良行为并经整改仍
不达标的物业服务企业，由主管部门记入企
业诚信档案。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叶新波

5月下旬，走进卢氏县文峪乡庙沟河村，
只见水车转动，干净整洁的村落民居错落散
布在山水之间，有山有水有果的樱桃沟——
红石谷景区，处处彰显钟灵毓秀。

与之隔梁相邻的菠菜沟村，则在着力打
造“君眻山庄”，种草植绿、打坝砌堰、圈养牲
畜、除污覆土，忙得不亦乐乎，披着绿装、美丽
如画的乡村景象，让人耳目一新。

“以前，村里鸡鸭到处跑，污水遍地流。现
在，生活垃圾有专门的垃圾箱定点存放，过不
了几天就会有人清理拉走。没想到咱老百姓
的生活环境比城里人也不差啥，日子越过越有
盼头。”庙沟河村1号农家乐经营户范毛旦说。

据介绍，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以来，卢氏县按照“县级抓推动、乡镇抓落实、
部门全参与、群众为主体”的工作思路，成立

工作专班，制定整治方案，组织保洁队伍，开
展联合行动，县领导牵头抓总、乡镇领导划片
包干抓条线、镇村组干部督导检查抓具体，全
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建设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奋力争创“巩固净、全域绿、有序
亮、持续美”的美好愿景。

“每天清晨，村干部轮流排班，都会带着
五六个公益岗，组成环境治理流动检查组，手
持铁锨、扫帚、垃圾夹和塑料袋，到村里村外
巡查，发现垃圾及时清理，并对照责任划分表
格，通知责任人到现场整改。村里的人居环
境基本上每天都能保持干净整洁。”东明镇东
坪村河西组居民宋邦驴说，“前几天一大早，
检查组巡查到俺家门口，发现一小坨狗屎，就
敲门叫俺，尽管俺没养狗，也不知道哪来的狗
屎，但俺还是受到了批评教育。从此以后，一
早一晚，俺都多长了个心眼，经常查看，经常
清扫。只有家家户户都用心，才能保持全村

环境洁净美。”
像东坪村一样，如今的卢氏县广大乡村，

都成立了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小分队，村组干
部每天轮流与群众一起清理垃圾、打扫路面、
整理杂物，并且重点聚焦“厕所革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带着线索
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随时随地解决
发现的问题。

有条件的村庄还在“微改造、巧植入、精
提升”上下功夫，有序开展以“村口五有”“村
内五园”“庭院五美”为主题的“三五”创建活
动，突出重点“美”，持续巩固“净”，毫不放松

“绿”，推进厕所“改”，强化污水“治”，注重机
制“长”，形成合力“抓”，确保整治活动点上有
亮点、线上有看点、面上有成效，在“美起来”
上持续发力。

“今年以来，县、乡、村三级共集中开展各
类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活动 786次，发动

党员、干部、群众 12 万人次，整治乱搭乱建
588 处，清理垃圾 2 万余吨，治理坑塘沟渠
3120公里，整治空心院599个、残垣断壁404
处、脏乱差庭院 7439户，整治规范集镇市场
21个，规范广告牌栏 969 个，栽植绿化苗木
6715亩，完成村口‘五有’建设4405处，村内

‘五园’建设 1385处，创建‘五美’庭院 2996
处。”谈及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成效，卢氏
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股股长骆伟
娓娓道来。

“自打开展农村环境集中整治活动以来，
俺家原来一直散养的鸡都集中圈养了起来；
每天家里收集的生活垃圾，都会在一早一晚
集中放进村口的垃圾清运箱中，家里家外、房
前屋后每天都会整理打扫得齐齐整整。生活
环境干净了、变美了，心情也轻松、舒坦了。”
沙河乡三角村 5 组村民薛康焕深有体会地
说。7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本报通讯员 李现理

每天她早早起床，给婆母端尿盆、穿衣服、洗脸，用
轮椅推着婆母到外面去活动。活动一个小时后，她回
到家里做早饭，帮婆母吃过早饭后，自己再吃饭，然后
让婆母坐在床上看电视，自己则开始忙农活；中午吃过
午饭，她为婆母洗衣服；晚上睡觉前，她会端来洗脚水，
为婆母洗脚。一天内，还要喂婆母三次药……这一套

“程序”，高爱英一做就是33年。
5月下旬，记者慕名来到鹿邑县贾滩镇谢庄行政

村小李庄，采访了58岁的孝顺媳妇高爱英。
1988年 10月，高爱英和李传印结为夫妇。李传

印弟兄姊妹七个，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三个妹妹。结婚
第二年，57岁的婆母杨玉勤突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几
个月后，杨玉勤瘫痪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这一躺
就是33年。

李传印的哥哥 40年前随伯父在安阳某农场安家
落户，李传印成为一家之主。五个出嫁的女儿为表孝
心，曾数十次商量请杨玉勤到家轮流居住，但每次都遭
到了老人的拒绝。杨玉勤说：“爱英从来没有叫过一声
苦和累，她比亲闺女还亲，有她照料我心情就好。”

87岁的李齐见讲述了一件件关于高爱英的事情：
1997 年农历八月的一天晚上，杨玉勤的类风湿性关
节炎发病，下身关节疼痛难忍。丈夫李传印在外打
工不在家，婆母怕震动又不能坐车。高爱英就和公
公李齐见一起拉着架子车，连夜赶往 14公里外的柘
城县砖桥集医院。在 60多天的住院治疗期间，高爱
英一天到晚伺候在婆母身旁，因休息时间不足和疲
劳过度，多次晕倒在病床前，体重也下降了 20多斤。

两个月后，高爱英带着年幼的孩子，与公公一道，
又用架子车拉着杨玉勤到了 20公里外的安徽省亳州
市一家中医院继续治疗。

婆母爱好听戏也好看电视，为了让她有一个好的
心情，1998年农历四月，她拿出家中仅有的160元，又
向邻居借来200元，托人在县城买了一台17英寸黑白
电视机，放在婆母的床前。

2002年夏天，水灾严重，加上家境贫困，三间堂屋
年久失修，小院地势低洼，积水较深。为确保老人安全，
高爱英便和丈夫商量，让孩子和老人住在地势较高的西
屋和东屋，夫妇俩则住进了牛棚，一住就是三年多。

老实巴交的李传印提起妻子，动情地说：“30多年
来，爱英天天精心照顾病娘，她的心真好，我很感激
她。”

2002年 3月，高爱英被评为“鹿邑县孝顺媳妇”；
2002年 12月，被评为“周口市孝顺媳妇”；2011年 11
月，荣登“中国好人榜”。7

记者调查

“管家”何时不再是“冤家”

“她比亲闺女还亲”

美 丽 乡 村 入 画 来
——来自卢氏县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的调查

百姓故事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建金铭 柴玉苹

5月 15日一大早，灵宝市川口乡西岭村2组村民
张文成，骑着电动车快速通过刚刚修好的新桥，驶向
河对岸自家的樱桃园去采摘樱桃。

“刚好樱桃成熟了，新桥也修通啦！这对我们村
民来说，真是双喜临门呀。有了这座桥，出行一下子
方便多了，樱桃也不愁外运销售了……”言语之间，张
文成难掩喜悦之情。

西岭村民张文成口中的新桥，就是刚刚改建完工
的张坡桥。之前的张坡桥是一座漫水桥，是西岭村村
民前往村西的唯一生产生活通道，已经使用了多年。
2021年夏季，受连续降雨天气影响，灞底河遭遇了百
年一遇的洪水，桥体被洪水严重损毁。从此，60多户
村民与自家的 900余亩大樱桃园被灞底河翻滚的河
水分割开来。横在中间的灞底河，成了制约西岭村经
济发展的瓶颈。

为了尽快解决这一民生问题，川口乡党委、乡政
府多次到实地考察调研，迅速开展桥梁选址、立项、资
金筹措等备建工作，协调解决修桥遇到的各种困难和
问题。5 月 10 日上午，长 54 米、宽 6.5 米，总投资
183.82万元的张坡桥，终于顺利竣工通车，直接惠及
沿线1200多名群众。

“桥修通了，外地客商的货车直接开到了村民的
樱桃园。这座桥让我们的致富路变得更加平坦顺畅
了。”村民田茂升一边高兴地向记者诉说丰收的喜悦，
一边开着农用机动三轮车载着刚采摘的樱桃朝收购
点驶去。7

连线基层

“爱心驿站”情牵户外劳动者

桥 修 通 了 ，果 农 笑 了

疫情防控期间，柘城县金沙物业以低于市场采购价的价格，为小区业主供应新鲜蔬果，
受到业主们的好评。7 梁雪丽 摄

游客正在采摘晚熟樱桃游客正在采摘晚熟樱桃。。77 屈艺鸣屈艺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