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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点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文/图

未雨绸缪，防汛备战。当下，我省各
地正积极行动，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洪涝
灾害。记者近日在部分农村地区调查采
访时发现，有些地方及有关部门对与河
流、湖泊有关的重要水利工程较为重视，
积极采取措施，全力堵住防汛漏洞。然
而，在许多农田和村庄，一些沟渠并不通
畅，一些坑塘淤泥堆积，一些村庄排水不
畅，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急需清淤
疏通。

被填埋的小河道又恢复了

近日，记者在新乡市延津县、原阳县
等地农村采访时发现，原本被填埋的小河
沟，又被清理恢复了。据当地村民介绍，
去年汛期的强降雨让不少地方受了灾，一
些农田也被淹。随后，政府有关部门在调
查摸底的基础上，将清理旧有河道的工作
列入计划，从去年年底开始，到今年年初，
那些原本存在但被填埋的河道全部被清
理出来，重新具备了排水防涝的功能。这
让附近的农民安心了许多。

记者在豫南农村采访时发现，许多
村庄的池塘都被修缮一新，一些河道进
行了清淤处理，一些农村小型水库也进
行了维修加固。可见，各地在农村防汛
上做了许多扎实的准备工作。

部分田间沟渠急需排查疏通

6 月 14日，记者在泌阳县高邑镇小
屯村附近发现，一条长长的排水渠从大
片的田地中间穿过，记者顺着这条沟渠
前行，沿途发现，这条沟渠不时被泥土填
平，仅 500米范围内，被阻断的地方竟有
十几处，导致水渠完全丧失了排水功
能。据附近村民介绍，这条沟渠既是汛
期时的排水沟，也是非汛期时浇灌庄稼
地所用的水渠，但缺少管理和维护，现在
已经不能用了。

记者在豫南农村地区采访时发现，
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农户，将自
家田地原有排水沟填平，见缝插针式地

种上了庄稼。原本通畅的排水沟变成了
“死沟”“断头沟”，这不仅导致其自家田
地排水不畅，而且还阻断了相邻其他农
户自留田地的排水通道，一旦遭遇长时
间强降雨，必然导致出现积水难以排出
的后果。

部分村庄存在排水不畅的问题

不久前，记者在淮滨县某村庄看到，
一条公路从村子正中间穿过。而道路两
侧，到处是水坑。据村民介绍，该村在修
路时没有同时修排水沟，导致只要下雨
就会出现污水横流的情况。

记者在一些村庄走访时发现，部分
农民建房时直接填埋排水沟。出现了这
样的情况，由于无人制止，事后无人过
问，这就导致许多村庄的排水沟被人为
阻断，不能发挥正常的排水作用，一到雨
季很容易形成内涝。一些村子内和村周
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蓄水大坑”也被填
平盖上了房子，一些面积较大、较深的坑
塘甚至变成了乱堆乱放的“垃圾坑”，失
去了蓄水调节的功能。在部分国道和省
道两侧的村庄，有人甚至将排水沟填平
后建房。一位村民说：“一听到天气预报
有大雨和强降雨，俺就担心，雨水一多俺
村准得受灾。”

部分坑塘淤泥长期堆积急需清理

在豫南农村地区，许多村庄内都有池
塘，还有一些田地的上游位置也修建有池
塘。这些池塘，对于保障农村人畜用水和
农田水利灌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
这些池塘里的水大多呈乌黑色，十分浑
浊，有的还发出难闻的气味。当地知情群
众告诉记者，这是由于长期没有清理池塘
淤泥造成的。在很多年以前，农村在冬季
农闲季节会组织人力清理池塘的淤泥，不
仅扩大了池塘的储水量，而且水质也得到
了改善。而如今，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常
年不在家，几乎不可能再进行人工清淤。
使用机械清淤，需要专项经费，真正付诸
实施的很少。这样，很多池塘已经有几十
年没清理过淤泥了，池塘水深只有一米

多，而淤泥的厚度就达到三四米甚至更
多，蓄水灌溉和防洪排涝的功能大大降
低，还导致水质恶化。

有关人士呼吁，搞好农村防汛工
作，应依法确保防汛设施安全通畅。有
关部门要搞好农田排水设施的日常维
护，禁止随意阻断排水沟、盲目“填坑盖

房”、私搭乱建现象。农村建房没有预留
地下排水设施的，应予纠正并采取补救
措施，以防止积水成灾给农民群众财产
和生命安全带来危害。对擅自破坏农村
防汛设施的种种不法行为，应予严厉查
处。即便是农村防汛的“毛细血管”，也
要让其时刻保持畅通。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贺

今年 1月，在河南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的指导下，河南网上
问政新平台——顶端新闻“我想@领导”上线。

自上线运行以来，平台日益成为百姓反映问题的重要通道、党政
干部了解民意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开始携手平
台，一起接收和解决群众的诉求。截至 5月底，群众发布有效留言
5000余条，政府职能部门办结4000余条，已办结率达到75%。

●“我为群众办实事”先进办理单位
为民办实事，大家看得见！平台根据实事办结数量、办结速度、办事

态度和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综合评判出“我为群众办实事”先进办理单
位。它们是：南阳市委宣传部、新乡市委宣传部、周口市委宣传部、开封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舆论宣传组)、郑州市二七区委宣传部、郑州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郑州市金水区委宣传部、郑州市金水区委网信办、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宣传部(文明办)、鹿邑县委宣传部、郑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

“上榜”的郑州市金水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称，这是一份荣誉，更
是一份激励，“我们以后会继续努力，与顶端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
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为民办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先进办理单位各有高招
如何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上述先进办理单位也纷纷分享

“为群众办实事”的经验。
建立机制、及时交办、加强督促、进行考核，从网上留言监测到最

终留言办结，南阳市委宣传部、新乡市委宣传部、鹿邑县委宣传部等
单位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办理流程，确保问题解决取得实效。

创新办理机制，完善办理流程。郑州市二七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称：
“通过建立‘四级网络信息员制度’，落实‘13710’工作制度，确保群众利益诉
求能够及时得到受理、解决。第一时间收集民意，达到快速办理的效果。”

郑州高新区则通过建立重大问题责任单位直通车制度，最大限度
简化流程、压缩解困时间。

此外，郑州市金水区委宣传部、金水区委网信办，郑州经开区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留言后，他们会与各职能部门
相互配合，定期对群众诉求进行汇总、整理、分析，把带
有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综合研判，跟踪问效
确保实事实办，把群众问题从“个案解决”向“整体改
进”拓展，在解决群众诉求中变被动作为为主动出击。

携手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之后，群众在“我想@
领导”问政平台反映的诉求，也得到了更高效地回复
和解决。8

农村防汛亟待疏通“毛细血管”
问题@领导后得到积极回应

为民办实事 大家看得见

争“气”争出新天地

扫码上顶端
@领导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王鹏 丁杰

“国外有的，我们必须有；国外没的，我们还要有，决不能在射孔
等核心技术上让国外公司‘卡脖子’。”近日，中石化集团公司经纬公
司中原测控教授级工程师赵开良打开话匣子，讲述自己与国外公司
争“气”的故事。

作为一名石油战线的科技工作者，赵开良常年奋战在油气开采
一线。丁页 2HF井是中石化勘探南方分公司部署的重点页岩气水
平井，2014年 2月，该井桥塞射孔联作工艺由世界最大的一家工程
公司承担施工。第二段压裂施工后，这家外国公司突然说井压力太
高，没有把握，不干了！

“看着满井场的设备和施工人员，现场总指挥气得直哆嗦。”赵开良
说，“当时，在超深页岩气井射孔领域，国内还没有一家企业涉足，国外
油服公司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临危受命的他，连夜组织人员从中原赶
赴现场，对射孔仪器串等施工工艺进行技术革新，顺利完成施工任务，
打破这家公司在高温高压深井页岩气层施工方面的垄断，填补国内深
井页岩气层分段压裂施工的空白，突破了深井页岩气测试技术瓶颈。

“我就是不服输。在重大工程中，咱们得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上，不能将命运交给别人。”赵开良对团队说。

争了一口气，另一场“气”又来了。普光气田是我国目前最大规
模海相整装高含硫气田。最初时，普光气田与国外公司合作建立气
井通道，高昂费用令人难以接受。赵开良再次“挂帅”，2020年初带
领团队成功制造出我国首套高抗硫过油管无枪身深穿透射孔枪，比
原计划提前一年攻克技术难关。

争“气”争出新天地。近年来，超深、超高温、超高压水平井越来
越多，赵开良紧盯现场需求，带领团队先后研发了抗静电直流选发点
火技术、油管输送射孔地面多点无线监测技术等，先后获5项国家专
利、4项局级和集团公司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取得 20多项局级科研
成果、其中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应用获
2012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何以取得如此成就？已是集团公司射孔技术学术带头人的赵开
良坦言道：“我每年有近一半时间在施工现场。只有在现场才能零距
离感知市场需求，才能在第一时间为甲方解决难题。”8

▲郑州机务段专检员栾孜卓半蹲
在车底检查机车部件。 卢柯涵 摄

▶襄城县姜庄乡民兵连青年志
愿者祝晓生等在帮助姜庄村不能返
乡的村民邓国府浇灌玉米苗。 韩春
光 摄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郑士广

6月 21日上午，热气熏蒸，气温飙
升至40多摄氏度。

踏进襄城县姜庄乡，看到一片繁
忙景象。伴随着高标准农田内机声隆
隆，许多干部群众不停地穿梭于田间，
忙着抗旱保苗，浇过的禾苗很快叶茎
舒展起来。

“自走式喷灌，省工、省时、节水，
浇得透。”石营村 60岁农民屈俊兴，看

着自家地里的玉米苗喝足返青水，脸
上乐开了花。

屈俊兴是种粮大户，去年他流转
500余亩地种小麦，今年小麦平均亩产
650公斤。尝到种粮甜头，他今年扩种、
托管玉米、大豆1100余亩。这几天，由
于持续高温干旱，玉米、大豆叶卷枯黄。

6月 10 日以来，在包村干部的帮
扶下，他架电到农田，利用县农业农村
局免费提供的两台自走式喷灌机，昼
夜不停地抗旱保苗。他和妻子每隔 9
个小时挪动一次水管，更换一块田地，

一边浇禾苗，一边干其他农活。“过去
浇地大水漫灌，费水、费工、费时，一天
下来浇10来亩，现在自走式喷灌，一天
能浇200多亩！”屈俊兴感慨地说。

指导农民抗旱的姜庄乡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贾晓辉说，全乡播种秋粮 7.9
万亩。为确保粮食安全，稳产高产，乡
党委、乡政府积极组织化肥、农药、浇
地机械，把电架到农田，水泵送到井
旁，全乡 300余名党员干部包村包户，
38个行政村共抽出166名抗旱保苗志
愿者，帮助群众抗旱保苗。目前，全乡

1360 眼机井，486台农用机械都在发
挥抗旱作用，已灌溉三分之一的秋田，
确保月底完成秋播秋灌任务。

据介绍，6月 20日以来，姜庄乡民
兵连青年志愿者冒着40多摄氏度的高
温，先后帮助姜庄村因外出不能返乡
的邓国府、邓太林等村民浇灌玉米苗。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针对当前的持续高温干旱，我们
必须齐心协力，打一场抗旱保苗攻坚战，
争取到月底，全乡秋苗普浇一遍。”姜庄
乡党委书记宋攀语气坚定地说。8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卢柯涵

入夏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中原大地。
6月 21日，我们走进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机务段，把目光聚集到这样
一群一线工作者身上，记录下他们被汗水
浸湿的面孔……

正午的阳光火辣刺眼，在太阳的照射
下，钢轨、车体温度都高达50摄氏度以上，
灼热烫手，室外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让人
感到闷热难熬。在一列整装待发的列车
旁，火车司机吴建伟正拿着一柄检修锤，像
叩诊的大夫一样，仔细地、一遍遍地敲打着
机车零部件，没有一丝马虎。此时，他已经
在骄阳下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身上的工
作服已经湿透，脸上挂满了汗水。

“3道准备合闸断电，请注意安全……”
听着广播里的声音，专检员栾孜卓此刻正
半蹲在车底检查机车，他用手电筒和检车
锤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进行检查。车库闷
热得像一个蒸笼。栾孜卓满脸通红，豆大
的汗珠不时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顶着烈日，扳道员李建设在门口手举
着信号旗，指挥着马上要进场站的机车。

“注意道岔位置，听我指挥……”李师傅一
边高喊，一边指挥着机车。每当有机车从
道口经过的时候，李师傅都要提前反复检
查道岔的位置是否开通正确，确保机车能
顺利地进入整备场股道。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在炎炎夏日里，铁
路系统里仍有许多在户外作业的工作者。
他们战高温、斗酷暑，没有丝毫怨言，只为
国家守护铁路大动脉畅通的使命，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着对工作的热爱。8

百姓故事

齐心协力解苗渴

泌阳小屯村附近的路边沟渠，多
处被填埋阻断。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李小伟 宋福利

2017年，当24岁的张向东踏出大学校门，接手父亲创办的鹿邑县
华恩种植专业合作社时，村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只用了5年时
间，村民们开始一个个对他竖起大拇指，“这个孩子能吃苦，了不起！”

几年来，在张向东的创业实践中，曾连年亏损的合作社实现逆
袭——合作社种植的葡萄和梨年销售额近 300万元，他创立的河南
东来农业公司成为远近闻名的“绿色生态园”，采用“公司+合作社+
基地”的运行模式，积极对接商务部门、电商销售平台，带动6名大学
生和80余名村民就业，技术性辐射周边农户近300户。

一个大学生，为何会对种地情有独钟？7年前，张向东的父亲在
大众创业的热潮下，走上了开发农业的路子。由于其种植的农产品
缺乏竞争力，打不开销售通道。父亲的窘境让张向东萌生了帮其打
理农场的想法。大学毕业后，张向东参加了县农业农村局和人社局
组织的新农人学习，并选择了园艺技术专业。这个肯吃苦、有想法的
年轻人流转1200余亩土地，创办了河南东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面对风险防范能力弱、销路不畅的困境，张向东脑筋转得飞快：
“相比上门送货，不如吸引买家自己前来；农产品价格不高，那就提升
产品附加值。”此后，他创新思路，结合亲子游、户外拓展、项目体验等
活动，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达成“院县合作”，向高效农业、设施农业
发展。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进一步凸显科技兴农。他把
1000多亩的合作社划分为2块16区，引进河南省“四优四化”的优质
果蔬和优质小麦产业，含观光采摘、果蔬配送、承包菜地等6个项目，
为游客提供“游、玩、赏、食”全方位服务。

“乡村振兴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年轻人也要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张向东认为，现代农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新农人有着
光明的未来。8

新农人的光明未来

我为群众办实事

连线基层·战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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