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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

何时真成城里人
!

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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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的晚上!夜深人静之时 !笔者路

过郑州市中州大道与郑汴路立交桥时!发现一

大群人夜宿于钢筋水泥桥下" 瑟瑟寒风中!有

的在地上铺了一层编织袋#塑料薄膜!有的铺

着纸箱板$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窃窃私语" 覆盖

在他们身上的!仅是一层单被" 旁边放的!有铁

锨#木工和泥工工具等" 这就是我们社会中的

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

资料显示!我国已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民进城

打工" 他们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为

城市的发展做着重要的贡献" 尽管农民工进城已

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部分!但绝大部分因其技术

水平有限! 收入较低! 很难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

本!在城市中又被歧视#伤害"他们往往只能是城市

中的边缘人!这种现象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

会的稳定!都十分不利"因为城市化过程!不仅是建

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使更

多的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变为城里人" 一人向隅!举

座不欢"如果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还生活在落寞

中!游走在城市边缘!那么所谓的和谐社会!也将是

名不副实的" 一个温情而大气的城市!应该让所有

人感觉到温暖!感到一种归依"城市!也应该成为农

民工的家"

追根溯源! 目前窘况的主因是城乡分割式

的二元经济使然" 所以! 要使农民工真成城里

人!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体制分割!建立新型农民

工制度" 首先在于让农民工有收入不断提高的就

业条件" 建立一个对已进城的农民工的不断培训

机制!使他们的技术水平能不断提高!就业岗位

能逐步升级!工资不断上涨!他们才有可能在城

市中留下来" 也就是增加农民工的相对稳定性!

解决农民工&城乡候鸟'的身份矛盾" 其次要配合

其他的配套改革措施!特别是户籍#社保#卫生#计

生等配套政策和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教育机会

的改革!使其逐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

利待遇!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 否则!不仅影响其

当代人!而且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

重庆已率先施行农民工公寓方式! 每天一元

钱!让农民工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有的企业也建起

了蓝领公寓!把农民工稳步转化为新型产业工人"

这些做法推而广之! 各项惠及农民工的政策得到

逐步落实! 农民工享受到的将是与城市居民相同

的待遇!到那时!农民工就能真正融入城市中!成

为真正的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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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义务教育阶段
禁设重点校重点班

!

月底以前"在黄河河南段"每天约
有

"#$$

艘船只在浅滩中采淘铁砂#

%

月
初"黄河防汛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所有船
只退出了黄河" 黄河暂时恢复了往日的
宁静# 可淘铁者说" 这一段河务部门检
查"等风声过后还得下河淘呀$ 淘铁船会
不会卷土重来"不得而知"但这一现象值
得深入探讨%

!淘铁热"何以兴起

中国国内铁矿大部分是贫矿" 钢铁
企业所需原料主要依赖进口# 而向中国
主要钢铁企业提供原料的澳大利亚和巴
西铁矿供应商今年均提高了原料价格#

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加剧了花园口的黄河
&淘铁热'% 这些淘到的铁砂部分被卖往
郑州(洛阳和安阳等地的小钢厂% 由于河
道铁砂产量很少" 只有一些小型的民营
钢厂会把它们作为原材料%

黄河&淘铁热'开始于今年
&

月% 淘铁
者有花园口一带的村民"也有来自南阳(新
乡等地的专业淘铁者% 他们从黄河水里淘
出粉末状的黑色铁砂" 打包后卖往郑州附
近的小钢厂" 花

'

万多元便可以购置一艘
采砂船淘铁" 而每艘船每天的淘铁收入可
达

"$$$

元% 一些收购铁砂的小型钢厂"在
铁矿石涨价中正面临原料中断的困境"因
此"上门收购铁砂者络绎不绝"淘铁者也不
惜违反禁令在黄河&沙里淘金'%

据国土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利用评
价中心专业人士透露" 对花园口一带的
淘铁者提供的铁砂样品的检验结果显
示"花园口铁砂的品位在

()*

左右)即含
铁

(+*

*"+这比我国一般铁矿石的品位
高"炼金属铁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家住
黄河二桥附近的村民也纷纷筹资购买采
矿船"掀起抢淘铁砂的风潮%

几个月过去了"其势愈演愈烈% 采铁
砂的船只遍及焦作河段(郑州河段(开封
河段(新乡河段和濮阳河段"除豫西河段
暂时没有发现外" 或多或少已经涵盖了
整个河南黄河段"船只达

"&$$

余艘% 在
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的菏泽(东明黄河
河段"也发现有

"$$

多艘采铁砂船出没%

!

月的一天"在黄河原阳县段郭庄的
滩地里"一位鲁姓村民说"只知道年年往
黄河投钱保安危" 没想到黄河里还有这
么值钱的东西, 每吨铁砂价格

($$

元左
右"一条船每天能淘一到两吨铁砂"一天
的收入

"$$$

元左右% 每条淘铁船售价
,

万多元"干上一个月就能收回成本% 现在
都是铁厂的人直接跑来收购" 收购的人
还要自己装车%

于是" 附近的村民几乎每天都有人
加入到+铁军'的行列% 在河边的滩地上"

搭建着一排简易的帐篷" 里面有床和简
单的炊具"帐篷外还堆着一些啤酒瓶% 淘
铁的村民就吃住在这里" 淘铁的船只有
时甚至连夜开工%

非法淘铁危害种种

黄河中的这些采铁砂船" 因为配备
的动力有限" 一般只能选择靠近河边的
地方或者浅滩处抽沙" 这些业主通常是
购置一条采砂船" 顺着水边线利用柴油
机驱动" 随船附带泥浆泵" 开采深度不

等% 他们将河沙抽到船顶固定的强磁吸
铁板上进行过滤" 水和泥沙随之排入河
道" 再将磁石上的黑砂刨下来" 即为铁
砂% 黄河防汛已经进入主汛期"

-.%

月份
是禁采期"黄河河道全面禁止采砂"采铁
砂船只在汛期采砂属于违规行为%

这些现象造成的后果! 一是造成河
床下切"人为改变河道行洪方向"致使部
分河段航槽改道(冲淤失衡(崩岸等险情
加剧"给河道行洪安全造成威胁"危及上
下游( 左右岸的堤防及防洪工程设施安
全-二是非法造船和无+三证'驾驶作业"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因淘铁命丧黄河
的已有多人- 三是非法采淘铁砂受利益
驱动"非法侵占河道滩地"毁坏农田"造
成河岸崩塌"诱发诸多矛盾"严重影响社
会稳定-四是在河道内采砂淘铁"等同于
在河水中洗矿" 有可能对黄河的水质造
成影响%

黄河安全与资源开发如何兼顾

据估算" 在黄河河南段进行淘铁的
船只有

/&$$

余艘%

!

月
"+

日"黄河防汛
总指挥部发出.关于全面禁止在河道内
采淘铁砂的紧急通知/" 要求从即日起
黄河下游河道实行全面禁采 "

!

月底前
所有采淘铁砂船只及设备要撤离%

%

月
初 "郑州 (新乡 (开封 (濮阳等地河务局
已经对黄河河道内的淘铁船只进行清
查取缔%然而"受利益的驱动"这些投入
了巨资购置淘铁船的农民不会就此罢
休%有的农民说!+就算我们不去沙里淘
些铁换点钱"这些铁砂也会被黄河水白
白冲走% 0

据
+$$(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家每

年在黄河流域防洪投资高达
&&

亿元"河
道清淤费为

"(

亿元% 目前"黄河也面临
缺水危机" 沿岸农民的部分稻田因缺少
黄河水灌溉而改种其他农作物% 如何在
保障黄河安全的情况下" 充分利用黄河
资源造福沿岸人民"并兼顾两者利益"这
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

" "

新闻链接

铁从何来"

大量出现于全国各地河流中的铁 !

从何而来( 地壳中铁的含量很丰富!一般

河流中都会有铁的存在" 河流流过上游

富含铁矿的地区! 一部分铁砂就随着河

流的冲刷被分离出来!含于河水之中" 事

实上!郑州花园口&淘铁热'爆发之前!河

南#山东#湖北#河北的一些地方就已出

现过当地民众集体淘铁的风潮! 除了相

对专业的淘铁船外! 有些地方的老百姓

甚至用自制的磁棒作业" 早在
"##$

年!在

滹沱河流经的河北省鹿泉市# 正定县和灵

寿县境内的河流沿岸! 就有近千名老百姓

在河道内挥舞着铁锹翻河沙! 手拿着自制

的磁铁棒在沙子里摆动淘铁砂" 通过这样

的作业方式! 有人竟然每天淘到
!##

多公

斤铁砂!可以挣
$#

多元"

!%

专家声音
记者采访研究河流泥沙问题的专

家#华北水利学院教授孙东坡先生!他提

出了以下科学性见解)

一#黄河水沙资源应合理利用

黄河泥沙有害!但合理利用!也可以

变害为利!使之也成为资源" 近年河务部

门大量利用挖泥船把嫩滩泥沙通过管路

输送至大堤两侧沉积!淤筑堤防!称之为

&淤临淤背'" 这样既可清淤又能加固堤

防!一举而两得" 其他还有利用泥沙作为

建筑材料#浑水淤灌#放淤造地等!最近

又有人利用黄河泥沙中的铁矿砂" 黄河

泥沙作为资源!是要设法利用!而前提是

一定要维护黄河长治久安的大局"

二#黄河防总为何禁令挖沙采矿

前段黄河下游&千帆竞发'淘沙采铁

砂!问题有三" 一是就地泥沙搬家的作业

方式!没有清淤而只会改变河床形态!可

能引发小水期的河势变化!对黄河堤防及

控导工程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大批无

序淘沙的施工作业与生活污染将对黄河

水质带来不利影响$三是无序淘沙会对边

滩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甚至引起土地纠

纷!采淘铁砂人员的安全也没有保障"

三#禁采后的长远思考

黄河治理需要的是挖沙清淤! 需要

国家大量投资$ 河道内有可供利用的铁

矿砂! 利益驱动又使一些人产生极大兴

趣!对此能否统筹兼顾( 这是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如果能设计一种采沙船!在过滤

铁砂后! 将浑水泥沙通过管道输送至堤

防&淤临淤背'区或堤沟河填洼区$而且

采沙地点经过河务部门统一规划! 也许

能做到一举多得" 当然! 这要从技术装

备# 工程规划# 经济管理等层面深入考

虑"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设备!制定合理的

规划!完善管理机制!调动政府与民间的

两个积极性! 黄河实现了有序开发治理

的前景!或许又是一个&千帆竞发'的崭

新局面"

!%

黄河!淘铁热"背后的利益冲突
!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本版由河南日报群工部主办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热线电话$

$,-"

%

(&-%(,%$ (&-%(,%"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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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段
+!

号

&邮编
,-...!

'

来信及电子邮件请注明详细

地址#联系方式

近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河北省
实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 办法 )草
案*/" 规定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得设重
点校"学校禁止设重点班%

按照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
政部门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
校%学校应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不得以
任何名义在校内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未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在学校开办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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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玉

一眼望去!郑州花园口满河道的淘铁船"

淘铁者吃住在黄河边"

! ! ! !

过一个多小时!淘铁者会将过

滤床上的铁砂刮下来装进袋内"

黄河里!机器轰鸣淘铁忙"

上门收购者络绎不绝"

淘铁之后留下的沙堆"

堤岸裂缝了!淘铁还能继续吗(

每天千元左右的收入!让淘铁者兴奋不已"

策划 王大庆 责任编辑 高 勇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 %$&'(

!

!

山东省聊城市股骨头病专科医院主任医师乔士华"运用
中医药理论指导!不做手术#不住医院#不拄拐杖#不怕负重#

服药不忌口"% 使用国家专利药物!百日骨康散""治疗股骨头
无菌缺血性坏死病"

"

个疗程症状明显缓解"出现腿部力量加
大"活动幅度加大"适应性增强"腿由凉变温"不再有疲劳很累
的感觉% 拍片显示坏死骨裂解吸收"看到了治愈的希望% 治疗
$

个疗程后拍片显示新骨再生基本完成% 患病在
&

年以内者
愈后基本不留后遗症"不丧失劳动能力(不复发"重症患者达
到生活自理"治疗时间约一年%

服用中成药!百日骨康散"治疗股骨头坏死病是一种没有
心理负担(安全可靠(效果较快(费用较低的保守治疗方法%

根据
"#

多年的临床病例总结得出"凡是服用!百日骨康散"并
能积极配合劳动锻炼的患者"不管是什么原因诱发引起的股
骨头坏死病"均能收到较为满意的疗效%

乔士华大夫自
!'%(

年至今已接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
者

&)*

万多人次" 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已赢得广大患者
的良好口碑% 乔大夫的信念是!治愈一例病人解放一个家庭%

外埠患者已经确诊者不必前来"可邮购药物%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古楼北街
$%

号 邮编$

&'&(((

电话$

()*'+!$,&,&( !&,(,($

手机$

,*-)*'',*-)

!五不法"治疗股骨头坏死病
国家专利号$

./0(*,*-('(1,

信阳彩民机选彩票中得双色球大奖 !"" 万
双色球

!""#$!#

期我省信阳市
中出一注

%&&)&

万元的加料头奖%

''

月
(

日上午"这位幸运的彩民朋友张
先生)化名*满脸幸福的来到省福彩
中心兑奖厅领取了这笔巨奖%张先生
兑完奖后很轻松地给大家讲述了他
的中奖+传奇0%他说自己平时并不怎
么买彩票"也就是偶尔路过投注站想
起时才会买上那么一两注好撞撞运
气"

&"

日那天张先生有事回老家"办
完事后在回来的路上他经过了当地
的第

('')""!%

号投注站" 当时也不
知怎么想的"他就拐了进去机选了一

注双色球"在买完彩票后就随手往兜
里一放回家去了%当第二天再次路过
这个投注站时"张先生发现投注站前
用大字写着 +本站中得大奖

%""

万
元0" 当时他还在心里嫉妒是哪位彩
民有这么好的+命0呢3抱着看热闹的
心情" 张先生也来到了投注站里"但
当他看见出奖号码的最后两位自己
也买了时"就忍不住激动的拿出彩票
核对了起来"一比之下"张先生发现
那个中得

%""

万元大奖的幸运儿竟
然是自己%满心的欢喜还不敢在众人
的面前表现出来"张先生勉强按下了

自己激动的心情"为保险起见又掏出
两元钱买了一注双色球好再次核对
一下中奖号码% 确认无误后"激动的
张先生立即赶回了家里把这个喜讯
告诉了自己的老婆%

当谈到自己的这注大奖时"张先
生说自己也想不到"这次大奖纯粹是
由于自己的运气好"自己回家后想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上一套好房子"

先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剩余的
钱自己会先存起来"当找着一个合适
的项目后去尝试一下自己投资当老
板% *豫福+

我省自
!""#

年
#

月
'%

日

开展即开型彩票销售以来!全省

各级福彩机构认真筹备!积极稳

妥地推进该票种的发行工作" 目

前! 全省已有
'(

个省辖市和
)

个扩权县 *市 +开展了网点即开

票销售 " 截至
!""#

年
''

月
&

日!我省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已

过亿元关口!达到
'"'&#))

万元!

共筹集福利彩票赈灾公益金

!"""

万元"网点即开票的上市进

一步丰富了我省福利彩票销售

品种!所筹公益金有力支援了汶

川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

)豫福*

我
省
即
开
型
赈
灾
福
利

彩
票
销
售
过
亿
元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第
)4$!/+"

期中奖号码 .0

/1 /0 +, /!

// .2

.-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第
)$$!/+"

期中奖号码
/-

./ +, /! 1+ .1 +-

律师声明
近期有人私刻三门峡市陕

县椅湾煤矿印章" 以三门峡市陕
县椅湾煤矿煤矿工作人员名义进
行活动" 三门峡市陕县椅湾煤矿
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为了维护
三门峡市陕县椅湾煤矿合法权
益"维护各有关单位(企业及个人
的合法权益" 三门峡市陕县椅湾
煤矿授权河南崤山律师事务所张
连峰律师声明如下!

!)

三门峡市陕县椅湾煤矿的
法定代表人是靳栓立" 现阶段三
门峡市陕县椅湾煤矿的任何事情
非经靳栓立本人和委托人毋海
波(崔建创(许萍亲自办理"加盖
三门峡市陕县椅湾煤矿的真实印
章"其他人均无权办理%凡已经办
理的均属无效%

")

请有关单位 (企业及个人
提高警惕" 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
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凡由此引发
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门峡市陕县
椅湾煤矿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门
峡市陕县椅湾煤矿将保留进一步
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河南崤山律师事务所
张连峰 律师

&((!

年
,,

月
&

日

中奖咨询电话$当地
#$%!!#$%

中原风采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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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福彩之声
中 国 福 利 彩 票 ! 双 色 球 " 全 国 开 奖 公 告

中 国 福 利 彩 票 ! 七 乐 彩 " 开 奖 公 告
!中原风采 "电脑福利彩票

!!

选
+

开奖公告

中 国 福 利 彩 票 河 南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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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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