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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

远离特殊化
不当特殊人

建言献策
□王水田

焦裕禄精神
自我比照整改的一面镜子 有话直说

□宋新勇

乡村新事

□王支援

外出旅游切忌
乱扔乱写乱刻

社会百态
□赵宏伟

褚献委和他的幸福庄园

冷暖人生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实践

活动已经开始，有关“重温焦裕

禄精神”、“弘扬焦裕禄精神”的

系列评论引起热议，而笔者拜读

了《永不磨灭的精神圣火——来

自焦家小院的报告》，看后感慨

不已。

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没买

戏票看了白戏，回家后受到父亲

严厉批评。第二天，带着儿子就

去补了戏票，随后，焦书记在县

委常委会上，宣布了“干部十不

准”，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准搞

特殊化。

家丑不可外扬。自己孩子看

白戏，睁只眼闭只眼算了。然而，

焦裕禄较真，透过一件小事，看到

了事情的严重性，把看白戏和党

员干部搞特殊化连起来。今天领

导的孩子养成了看白戏的习惯，

明天可能就会吃白食，后天呢，又

会干啥？父母不注意言行让孩子

受到影响养成了不良习惯。

以一些领导干部开公车为

例，上下班开公车，接送孩子开

公车，走亲戚开公车，去买菜开

公车，去旅游开公车，公车私用，

已成了家常便饭。有权不用，过

期作废，封建特权思想影响着大

人，也毒害着孩子。于是，我们

从媒体上看到，一个孩子开车出

事后，对警察说：“我爸是李刚，

我怕谁？”孩子幼稚，不懂事，父

母是有级别的干部，受党教育多

年，什么是非不清楚，溺爱孩子，

搞特殊化，目无法规法纪，为什

么不教育孩子遵纪守法，清清白

白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少一点

特权思想，多一些平民意识。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

全会上指出：“我们要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

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

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

严于律己，廉洁自律，要严格管

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坚决反对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坚

决不搞特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焦裕禄

身为县委书记，做到了严于律

己，不搞特权，给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产。党员干部也应

该以焦裕禄为榜样，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做到权为民所

用，劲为民所使，远离特殊化，不

当特殊人，当一名让老百姓从心

里爱戴的公仆。

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开展群众路线教育，进

行自我比照整改的镜子，每一位基层干部都应

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做到问情于民察实况，问

计于民出实招，问需于民办实事。

焦裕禄精神引领当前开展的第二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党员干部自觉践行

群众路线、凝聚正能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是学习焦裕禄，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他在兰考县的第二天就到灾情严重的公社

和大队了解情况，到农户家中，访贫问苦，到田

间地头，嘘寒问暖，详细了解灾害情况；在风雨

激流中奋战，掌握了“三害”的第一手资料，掌握

了水、沙、碱发生的规律，为治理“三害”打下坚

实的基础。如今，有个别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不

愿入村到户。基层干部要学习焦裕禄精神，做

到常下乡、勤深入、多调查，要了解群众想什么、

需要什么，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有利于当地经

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办法。

其次是学习焦裕禄，做到关心群众、帮助

群众。他关心群众生活，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带

领县委领导去火车站看望困难群众，在群众需

要帮助的时候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心系群众

就是树立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观。我们要

将群众的困难看做自己的困难，将群众的冷暖

看做自身的冷暖，彻底改变作风，与群众零距

离接触，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从人民群众

最期盼、最紧迫、最急需的事情做起，将惠民政

策落到实处。

三是学习焦裕禄，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他清廉表率，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任何

私利，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人民群

众心中树立起了一座清正廉洁的丰碑。党员

干部都应像焦裕禄那样，清正廉洁。在“公”与

“私”面前，在“义”与“利”面前，要经得起“关

系”和“感情”的考验，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按

组织原则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坦坦荡荡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

生意人大都喜

欢借鸡下蛋，而在

虞城县郑集乡褚庄

村，有一位被当地群众称为“大老板”的村

民褚献委，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家的“鸡”抱

出来替别人下蛋。

3月18日，虞城县作家协会采风团，

走进了褚献委所创建的幸福童依庄园，映

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座现代化的温室大

棚。褚献委站在温室大棚前，个子不高，

衣着朴素，没有一点“大老板”的味道。

幸福童依庄园的创建者褚献委是褚

庄村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1998年，

褚献委抓住商机到内蒙古发展电信业务，

经过十多年的拼搏，靠着诚信和智慧获得

成功。褚献委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家乡

的村民们。于是，他毅然投资2000万元，

在家乡建起了占地近千亩的温室大棚80

座，并将这些大棚优惠转包给村民们，承

诺每座温室大棚每年保本收入1.5万元。

目前80座温室大棚被30户农民承包。走

进第一座温室大棚，里面种的是茄椒，这

些茄椒口感好，无公害，摘下来就能吃。

在庄园仓库，见10名工人正忙着为收

获的西红柿过秤装箱。村支书褚志文指着

一位正忙碌的农民说，他是俺庄的，叫张

藏，今年60岁了，外出打工没人要，但在这

里每天能拿70块钱工资。

最后采风团问了褚献委下一步的打

算。褚献委说：“庄园现已有80座温室大棚

和一个大型天然养鸡场，正着手修建天然

生态鱼虾养殖池塘，同时大面积栽植果树

并搭建蒙古包，让人们到这里即可游览观

光，又能品尝、采购到正宗绿色无公害食

品，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

翻看家庭像

册，看到一张黑

白照片：父亲扶

着我坐在自行车前梁。童年记忆中，自

行车是不可多得的交通工具，骑着自行

车上学是当时心中的梦想。

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凭“自行车

供应票”才能购买。一个村庄，自行车不

会超过三五辆，因此，只有遇到村里娶媳

妇或开业庆典等重大活动才相互借用。

1978年，我在离家5里的联办中学上学，

每天就是靠着两条腿步行上学。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购买了一辆

“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全家小心翼翼地

用棉布条对自行车全身擦洗，在凡是可

能生锈的地方都缠了一圈塑料条儿。那

年，县城正好放映功夫片《少林寺》，父亲

特意骑着新买来的自行车带着我到县城

电影院观看。为此，我还向同学们炫耀

了坐自行车的感觉。

到了可以学自行车的时候，我早早

地就推着自行车来到打麦场，父亲紧紧

握着自行车前把，让我骑上自行车。至

今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对我说：“骑车和学

习一样，要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双

手要掌握平衡，不能让自行车倾斜倒地；

要目视前方，双眼、双手、双脚、双耳和大

脑要做到五官并用。”我学会骑自行车

后，父亲还给我约法三章：骑自行车上

学，每天都要把自行车擦洗一遍；道路坎

坷不平、有水窝时，要把自行车背起来；

刮风下雨时，要把自行车放在屋里。

现在自行车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有的甚至两三辆，从结构、功能到颜色、

样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女式弯

梁车、折叠自行车和变速自行车、表演自

行车等。

童年，骑自行车的梦想早已实现；如

今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小轿车应有尽

有，但我每天仍然骑着变速自行车出行。

阳春三月，正是外出踏青和

旅游的好时机。近日笔者和朋

友到公园里散步，发现地面上纸

屑、食品袋和粪便随处可见，一

些风景石上还写有“证件办理”、

“包二奶”字样，让人雅兴全无。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旅游消费也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

段，许多人在闲暇之余或利用节

假日时间，携亲带友地外出旅游，

这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

但部分游客的素质和修养不是很

高，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旅游

景区乱刻字、过马路时闯红灯、随

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不仅随处

可见，而且大煞风景。

景区管理靠大家，形象连着

你我他。春节前出台和公布实

施的《旅游法》中，明确规定旅游

者应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作

为游客，应该站在“保护环境、文

明游园”的立场出发，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要用双眼仔细看风

景，用耳朵认真听旋律，时刻牢

记“手下文明”；要自觉遵守社会

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注意公众

场合，特别是涉外场合的言谈举

止，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做一名中华文明的传播者和

中国形象的展示者，用良好的实

际行动来展示我们的精神风貌。

（李现理）

婚嫁彩礼在农村是个老话

题，近年来，在豫北农村一些偏

远地区，高价彩礼与时俱进，愈

演愈烈，眼下除了礼金、小汽车

等彩礼之外，又增添了“城中房”

一项，使原本捉襟见肘的农村青

年婚娶再度雪上加霜，苦不堪

言。

笔者有一门远亲小李，春节

前便因婚事四处借钱，债台高

筑。由于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外

地打工，24岁这个年龄在农村

算大龄青年，父母希望他能够尽

快成家，因此对于女方所提条件

尽量满足。当时给女方礼金一

共是8万元，婚房中家具、电器

等不算，又买了一辆价格10万

元的轿车，在女方的坚持下，又

不得不在县城花26万元买了一

套二手房，整个婚礼下来花了

50万元。除了他和父亲这些年

在外地打工积攒的之外，又向别

人借了10万元。

小李说，他这样的家庭情况

在农村算是稍好一点的，因他们

爷俩有技术，每年打工能拿回来

8万元。对于那些困难的家庭

而言，如果女方在彩礼和“城中

房”方面不让步，就只好四处举

债甚至借高利贷，婚后父母与儿

子分担债务，一些农村青年压的

喘不过气。

高价彩礼是农村婚嫁中一

种陋习，如何为农村青年婚嫁

“减负”，希望能引起全社会人的

关注。 （刘玉温）

程某本以为捡来的火药枪

不属于禁枪之列，只是玩玩而

已，如今却捡来个沉重的教训。

他说：“都是因为好奇和不懂法

惹的祸。”

2012年，家住鲁山县的程

某从离家不远的田地里捡回一

支火药枪，因好奇贪玩私藏家

中，没有主动上交。后经他人举

报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鉴定

确认这支火药枪具有致伤力，鲁

山县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非法

持有枪支案。

法院认为：程某违反枪支管

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已构成非

法持有枪支罪。但其主动投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

可从轻处罚。故判决程某犯非法

持有枪支罪，处以管制1年。

“经权威检测机构检验，市场上一些花花

绿绿的橡皮当中邻苯二甲酸酯大约超标19

倍，而涂改液里面甲苯和二甲苯超标34倍。

这些有毒化学物质，不但会刺激眼睛、呼吸道，

而且在密闭空间里大量吸入，还会造成急性中

毒，甚至会致癌。”这是今年央视3·15晚会上

曝光的消息。听到这些，我们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为孩子的身体健康而忧虑。破解这

样的难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教会孩子正确选择文具。好奇、好

动、好玩是孩子们的天性。但由于年龄小，涉

世未深，缺乏是非辨别力和美丑判断力，在面

对一些新奇、别致的文具时，他们会不假思索

地购买、使用，因此，被文具伤害了还浑然不

觉。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方法就是教孩子学

会选择文具，具备基本的产品辨别能力，能够

正确、健康地选择购买文具。

二是家长和老师要做好监管。作为孩子

的监护人或监管者，家长和老师必须为孩子的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这需要老师和家长做个

生活有心人，及时了解孩子使用文具的情况。

如果家长发现了一些新奇的文具，就要查阅资

料，了解新文具的安全性能，并将了解到的不

良信息转告给孩子，使他们能够远离危险文

具。教师可以针对一些不良文具的使用，开展

班级教育活动，引导孩子正确地选择和使用文

具，彻底将危险文具拒之门外。

三是工商质监等部门应当多作为。每一

次曝光的产品问题，都会引发人们对工商、质

监等部门的质疑。以危险文具为例，孩子是无

知的，也是无辜的，那些掌握着产品监管权力，

监查责任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多作为，多勤政，加强对市场的监

管和产品的质检，那么这些危害孩子身心健康

的文具产品就会在市场上退去。

孩子是祖国的明天，他们身上寄托着所有的

希望和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多方面努力，积极

行动起来，为他们的成长营造健康的环境，让温

暖的阳光普照他们的生活，推动他们茁壮成长。

今年的3月13日是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

村农妇潘礼真66岁的生日。这天，该村的屈、

乔、崔、解四姓人家都给她送来生日礼品。一

位村妇怎能博得全村人的拥戴。原来，她用一

把剪刀义务为村民裁剪衣衫40余年，而被村

民誉为“裁剪大婶”。

47年前，年仅19岁的潘礼真被一顶花轿

抬到焦林坡村做了屈门的媳妇。在婚宴上，娘

家送嫁妆的人说：“潘姑娘的针线女红在俺村

里数得着，她从16岁就跟母亲学会了裁剪，常

为村民做衣服。”

第二天，本家堂嫂就抱着儿子手掂一块红

布上门“考试”新娘子。她说：“弟媳妇，你给俺

儿剪一条红兜兜吧，在咱村可没人会干掂剪子

的活。”潘礼真接下这块布，又接过小儿用手揸

揸其身材，就一拿剪子下了手，不大会儿就剪出

个兜兜样。对方又恳求弟媳妇，动针线代她去

做小兜兜。潘礼真答应下来，她就穿针引线，插

花描云，两天后把一个红兜兜做了出来。大嫂

一看红兜上绣着绿叶黄花，还有两只飘动着的

紫色蝴蝶，待把此物系在小儿的身上，又那么的

合适可体，嫂子心悦诚服，出口就对小儿说她是

你的“裁剪大婶”。这位农妇有了好名声，村民

东家做褂西家做裤，都让她来帮忙。

那时，潘礼真每天要出工干活，还要洗衣

做饭喂猪喂鸭，可每逢邻居来求她裁剪衣服，

她从不推辞。每逢刮风下雨，不能出工，便是

她最为忙碌的时候。有一年她怀上了孩子。

即将临盆，可本村的乔大娘为打发姑娘出嫁，

掂来很多布料求她帮忙 。她拖着个笨身子，

掂起剪子站了一天，剪完了这些面料，而到晚

上孩子出生了，这让乔大娘很受感动。

本村一位姓解的大叔媳妇早逝，抛下爷俩

相依为命度日子，潘礼真就揽下他家的针线活

不断给爷俩裁剪做衣，还从来不收大叔的谢

礼。前年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过世了，他在

临终前还说着潘礼真的般般好处。

现在潘礼真的儿子大学毕业 ，在某市一

家工厂当着总工。今年春节儿子回乡探亲，进

门发现年过花甲的老娘还在为他人裁剪衣服，

就劝娘该歇歇了。可老人却说：“社会不是提

倡与人为善，为人民服务吗？娘没别的本事，

怎样来服务百姓呢？我只能用这把剪刀帮帮

大家的忙，干点有益的事，好让社会更和谐，也

好让自己活得更值得！” （屈效东）

竟有此事

□刘志强

民生关注
□于德明

让危险文具远离孩子

父亲是乡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清贫一

生，去世后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遗产。但

我没有丝毫怨言，相反，父亲留给我无形的遗

产是家风，让我受用终生。

父亲教我们敬业。父亲不识多少字，为了

干好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刻苦自学，后来成

了“土专家”。父亲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五公

里，可父亲还是极少回家。白天他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科学种田；晚上读书看报，总结经

验。那时候，政府提倡农民种棉花，收益虽高，

但技术含量大，费功夫，农民们有顾虑。父亲

就承担了这个棘手的任务，走村串户，最终使

当地的棉花种植形成了规模，带来了收益，使

当地成为全省闻名的“棉花之乡”。

父亲教给我们谦和、厚道。父亲很小就成

了孤儿，没少得到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接济，

因此他总是以感恩的心待人处世，和领导、同

事、街坊从没红过脸。没有文化，没有背景，更

不会投机钻营，可是父亲却当选为了副乡长。

在我面前，极少讲为人处世之道，他是以实际

行动，教会我怎样做人。参加工作后，我在单

位和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结交了不少益友。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也

是保证良好、平和心态的前提。

父亲教我们勤俭节约。由于家境贫寒，父

亲格外勤俭节约。我印象中父亲的衣服，总是

打着补丁，衬衫洗得发毛，但他也舍不得扔

掉。吃饭上更是简单，常常是一碟咸菜就对付

过去了。父亲对自己的生活虽然节俭，但是对

我们姐弟几个的学业花费却毫不吝惜。我继

承了父亲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过着简单的生

活，却在读书上舍得花钱。

父亲留下的家风远不止这些，这是我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

（张晓峰）

“裁剪大婶”潘礼真

父亲的家风

骑自行车的感觉真好
基层呼声

豫北姑娘重彩礼
小伙娶妻不容易

田间捡来火药枪
私藏家中判管制

阳春三月，

正是放飞筝的最

佳时节。很多家

长都会抽空陪孩子放风筝，培养孩子的

广泛兴趣，但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一些

家长带着孩子和吃喝坐卧的东西到郊外

的麦田里放风筝。

周末，在绿油油的麦田到处是放风

筝的队伍，把弱不禁踏的麦苗踩得“吱

吱”喊疼，累了或蹲或卧，或吃或喝，把垃

圾全撒在麦田里，甚至还有人不时地在

麦田里燃放烟花爆竹。

当下，小麦正进入关键的返青期，需

大水大肥，拒踩拒压，怕叼怕啃，更害怕

烟花爆竹的打击。春天对小麦的管理一

定要加强，千万不可麻痹和放松。

因此，放风筝时不仅要远离建筑物

和危险的电线，而且要离开麦田，千万不

要踏坏了正在返青生长的麦苗，影响了

小麦产量。

放风筝莫踏坏了麦田
特别提醒
□张会丽

俗称为“老绑”的小扫帚

是农户扫地常用的工具。当

今尽管吸尘器等家用清洁工

具早已进入农民家庭，但是，

用高粱穗捆绑的小扫帚仍受

不少农户的欢迎，因为它不仅

结实耐用，而且经济环保。图

为3月18日，商水县魏集镇一

名老人（中）向人们展示自己

的拿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