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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

有话直说

□郭三妮

当好村干部
“官”念是根本

民生关注

□王耀刚

人至老年 心不能老

中州舆情

□闫永申 文/图

农家故事

□宋会连口述

屈效东整理

闻者足戒

□王树恒

五尺通道不相让
大打出手同担责

舆论监督三年多 危桥咋修没着落

最近在公园看到这一现象，两位老年人

坐在一起，谈论各自家庭的幸福问题，一位

因儿媳妇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而耿耿于怀；

一位因自己日薄西山成为“无用之人”而悲

观失望。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老年人由于不能正

确调节心态，往往导致各种消极心理出现，

轻者情绪低落、焦虑郁闷，对任何事情皆无

兴趣。重者表现为沉默寡言、悲观失望，甚

至发展到厌世轻生的地步。对此，笔者建

议，人至老年，心不能老。

要放得下过去。回首往事，尤其是那些

不愉快的事情，除了会引发惭愧心理外，还

容易诱发逆反心理，致使心理失衡。要想有

个好心情，就不得因为仕途坎坷，官小职微

而伤感；也不要因辛劳一生，积蓄较少而自

卑；更不要竞相攀比而无望。老年人要善于

放得下过去，多关注一下现在，多想一些美

好的事情，以此激发好的心情。

要想得开现在。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

社会之中，不可避免遇到这样那样“不和谐”

的现象。一些老年人总认为这不合规，那不

合情，其实，这是“自寻烦恼”。对此，老年人

要勇于接受现实，承认自己“老观点”的客观

存在，同时，还要善于紧跟形势，以积极心态

看待新生事物。对于自己确实适应不了的

现象，要努力寻找心理缓冲，可以用时间拖

延法淡化刺激强度；可以用回避法摆脱心理

伤害；用精神胜利法寻找欢乐。

要认得清自己。一方面要正确评价自

我，包括对生活能力和健康状况的合理评

估，不因衰老而丧失生活信心，同时要开发

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余热，比如参加一些

公益活动，努力提升自我价值，切忌自我封

闭，自暴自弃。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好自

己，不论是在娱乐活动中，还是在社会交往

或各类社会活动中，要始终围绕身心健康的

需要，有效动员潜在的能力，做到量力而行，

切忌劳累过度。

要把握好情绪。心情不好时，应及时宣

泄、放松和转移，要学会心理调节，其中，心

理咨询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多参加

老年心理保健活动，听一下讲座，看一些书

籍。心理咨询是“温柔的精神按摩”，一些老

年人在自我调节困难或效果不佳时，应及时

进行心理咨询或请心理医生治疗，通过心理

医生的劝导、启发和安慰，老年人的认知更

理性、情感更稳定、意志更坚强，进而不断提

高健康水平和晚年生活质量。

总之，要想使老年人做到人老“心”不

老，这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事情，更需要社

会各界的关注和家庭子女的支持。只有合

力帮扶，共献爱心，全力营造和谐的外部环

境，才能使老年人开心快乐、幸福安康。

老家门前的打麦场边，有一盘石碾，现

在已经废弃不用了。然而在数十年前，却是

乡亲们生活离不开的地方，也是孩子们的乐

园。

听爷爷讲过，石碾是大集体时期凿制

的。碾盘是从村后深山里一块巨型山石上

劈出来的，请了4个石匠，锻凿了1个月，30

个壮劳力用了10天时间运下山来；磙子是

从小河里就近选了石头凿出来的。置这盘

石碾，前前后后耗费了半年时间。

记忆中，石碾总是转个不停。碾稻谷做

白米饭的、碾小米高粱酿酒的、碾红薯干喂

牲口的……络绎不绝。人们一边干活，一边

说着家长里短、议着柴米油盐、谈着庄稼收

成，吸引过路的、闲散的、凑热闹的都围过来

叽喳几句，或开几个玩笑，碾子周围就活跃

起来，像一个小小的集会。有的还牵来了自

家的黄牛，套在碾杠上拉碾子。谷物碾完

了，主人在碾子旁边扫碾盘，收拾碾道，黄牛

到附近吃草去小河里饮水。

秋收过后是石碾最忙碌的时候，几乎家

家都要碾小米酿造黄酒以备过年，遇到高峰

时，还得排次序。小米放在碾盘上轧过三

遍，在簸箕里扇几遭，谷壳都被吹出来了，密

密匝匝散落在碾道周围的地面上，像是撒上

了一层金子，夕阳映照下，发出金黄金黄的

亮光。碾过了小米，就该碾韭花了。乡亲们

从山上采回来白色的韭菜花，和着自家地里

收获的新鲜辣椒，在石碾上轧透，拿回家密

封在陶瓷坛子里，等到开了春，打开来，就是

最好的韭花酱，拌饭调菜，蘸馍下酒，香味浓

郁，回味悠长。碾轧的时候，老远就能闻到

扑鼻的香味。这时候，莫说是碾盘，就连整

个村庄都是香的。

儿时最高兴的事就是秋夜睡碾盘了。

秋收过后，村庄里收获的玉米大多都放在打

麦场上晾晒，要一连晒上6个日头才能彻底

干燥，长久保存。白天摊开晒，晚上收拢起

来，拿塑料布盖上，每晚派一个人睡在打麦

场上照看。轮到我们家照看玉米时，我就缠

着爷爷一块儿去，他睡地铺，我睡碾盘。秋

日阳光晒过的青石碾盘还留着太阳的余热，

找一块苇席铺上，睡在上面仰望秋日的夜空

里皎洁的明月，听爷爷讲有关月亮里桂花树

和嫦娥吴刚的故事。一边听，一边凝望月

亮，看着看着，那月亮里好像真有人在活动

似的。我在浸满月光的故事里睡去，连梦里

的世界都是金色的，似秋日的阳光，如秋天

的收获。

后来，村里通了电，有了粉碎机、碾米

机，建了机械化的磨坊，石碾便渐渐地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悄无声

息地隐退了、荒芜了、废弃了，隐藏在故乡的

角落里，却沉淀在我们的记忆里。

“就在这座桥上，小三轮翻到渠里淹

死过两个人；彦张村村南边那座桥上，也曾

经往渠里翻过三轮车……”10月14日下

午，汝州市临汝镇临南村一位在毗邻陆浑

大渠东二干渠边干活的老农，向笔者诉说

“东二干大渠，桥窄没护栏长期藏隐患”的

“亲眼所见”。

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发源于

嵩县库区的陆浑灌渠东二干，自汝阳县域

流经汝州市的临汝镇、温泉镇、庙下乡、骑

岭乡、尚庄乡、纸坊乡等6个乡（镇）辖区

内，自西向东贯穿着一条“陆浑大渠”。大

渠上一座座灰沙砖石水泥砌成的小桥给

当地过往行人和大小车辆提供了方便。

然而，几十年过去，由于年久失修加之无人

精心看管，这些小桥大多已经残缺不全。

笔者仅从临汝镇辖区东端出发，沿着“陆浑

大渠”渠岸往西步行，短短3公里路程，就

看到了2座跨渠排洪桥和6座跨渠行人桥

无专人看管。排洪桥相对完整，但只能走

人不能过车，其他6座桥已“奄奄一息”面

目全非。每座小桥上的防护栏杆无一幸

存，就连那水泥柱子和小钢筋条也都不翼

而飞。

《河南日报农村版》曾于2011年3月3

日第三版，以《桥窄没护栏 安全有隐患》为

题，进行了文图报道。因为此篇报道一直

未能引起有关单位重视而且又有事故发

生，本报又于2013年7月2日三版，以《批

评将近两年半 危桥至今没人管》为题，第

二次进行舆论监督。又是一年多过去，只

见有人对灌溉浇地用户收水费，可仍未看

到东二干的管理单位对这些危桥进行修

缮加固。难怪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陆浑

大渠东二干，只是收费多要钱；修桥铺路没

着落，甭想有人管安全。”

到底这渠和桥该由谁来看管、谁来修

缮、谁来清淤、谁来进行水质检测？到底谁

该对东二干大渠沿线群众的人身、财产安

全负责？老百姓们翘首期盼主管部门莫

把基层呼声当成耳旁风；莫把舆论监督撂

在脑袋后。

针对农村“三秋”生产全面展开，9

月22日，正阳县电业局召开专门会议，

着力于“四到位”，确保安全供用电。正

阳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全国花生第

一种植大县。为确保农业“三秋”生产

安全供用电，该局采取以下措施：一

是组织到位。为深入了解农民“三秋”

生产用电负荷需求，及时排查安全隐

患，该局发扬“背包下乡”的精神，主动

深入生产第一线，贴近农户，及时掌握

服务需求情况，落实各项安全技术措

施。二是材料到位。为确保“三秋”期

间抢修物资的材料供应，确保不误农

时，该局提前备足物资材料，物资供应

部门加班加点，保证物资供应及时。三

是服务到位。围绕为农业、农民服务，

积极推进业务创新，规范业务流程，提

高工作效率，一切以“秋收秋播”为中

心，实现报装服务内转外不转。四是安

全知识宣传到位。该局利用阴雨天气，

组织有关人员和青年志愿者走进农村

和学校，发放安全用电知识手册，手把

手传授安全用电技巧，切实解决农村安

全用电的困难和问题。 （韩国强）

宜阳县十大富民实事涉林

事项全部超额完成

2014年宜阳县委、县政府

将加强生态建设列入十大富民

实事。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抓好生态建设，实施造林5.3万

亩、森林抚育和改造4.6万亩。

截至目前，已全部超额完成，其

中：营造林5.54万亩，占目标任

务5.3万亩的105%；完成森林抚

育4.8万亩，占目标任务4.6万亩

的104%。 （李松）

新野县建立联动机制成效

显著

新野县与湖北襄州区协商建

立四项机制：组织协调机制、信息

交流共享机制、应急处置机制、民

族团结共建机制。有效维护了交

界地区的社会稳定。（张荣莲）

石桥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大

排查

假期过后，郑州市惠济区石

桥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行

动，校领导对教室、办公室、校园

等场所进行检查，确保了楼道和

安全出口畅通无阻。同时，还引

导师生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

校园防控能力。 （毛海文）

西峡电业筑牢秋检防线

10月8日，西峡县电业局召

开专题会议，对前一阶段开展的

主网，农、配网秋季安全大检查工

作进行总结再部署，强调以“抓组

织协调、抓计划管控、抓现场安

全、抓标准化作业”为工作指导，

制定了准备早、安排准、检修细、

督察严、工作实的五项秋检措施，

确保秋检质量。 （崔继洋）

2014年，又是一年村级组织换

届年。

目前，虽然多数村干部仍能继

续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开展

工作。但也有少数村干部产生思想

波动，有的为谋求连任，以为村集体

和群众谋利益为由，不顾时机、条件

是否成熟，强行铺摊子、上项目，搞

“政绩工程”；有的在任期即将结束

时为谋求个人私利，置组织原则和

管理制度于不顾，意欲突击花钱，捞

好处；有的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

站”的消极思想，对工作不管不问、

放任自流，乐做“清闲官”、“老好

人”，影响了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有

的过早进入“换届状态”，把主要精

力放在拉帮结伙、收买人心、许愿拉

票上，给换届前村情稳定带来不良

影响。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村

干部面临换届考验，这时最能看出

一个党员干部的“官德”。共产党的

干部就是革命的一块“砖”，组织上

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搬”，不

能有半点怨言。面对职务变化，党

员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关键取决

于人品，取决于官德，取决于为官的

根本目的。一个一心为群众利益着

想的人，不会斤斤计较职务大与小、

官位得与失。如果一个人一心想的

是个人声誉、私家利益，那他就会削

尖脑袋谋官，不择手段要官，把官位

作为谋私的工具。

村干部整天与群众打交道，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老百姓服务，怎样

能够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村

干部就应该怎样做。当群众最需要

村干部站出来的时候，哪怕上刀山、

下火海，都要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当形势需要村干部往后退的时候，

更要无怨无悔地传好接力棒，选好

接班人，以实际行动促进农村事业

的发展。

“村官”岗位虽小，但为老百姓服

务的空间无限。“村官”的人品、官德归

根结底是以兴村富民来衡量和体现

的，作为一名村干部，在其位就要谋

其政，就要守土有责，把权力当成责

任去看，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成

自己一生的追求去干，以小车不倒只

管推的执着精神多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通过扎实的工作，更好

地见证“村官”的人品官德。

最近，宁陵

县民政局依据我

家的困难情况，

决定把我家纳入

低保户的行列。说到这事，其中也有一位

县人大代表和一位县政协委员的功劳。

俺是宁陵县程楼乡姜王庄村人，我与

丈夫只有一个孩子，原有2.6亩地，可10年

前我村建小学时，地被占去1.6亩至今未给

分文补助。1亩地每年只收250公斤小麦,

不够3人口粮。为了养家糊口，我丈夫外出

打工，可前年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脊

骨而瘫痪，在省里一家医院治疗半年也没

有痊愈，看病花去13万元，其中借债8万

元，可领工老板只给4万元赔偿。从此，我

家少了打工收入。我每天还要照顾卧床的

丈夫，抽空只能拾破烂卖几个小钱。

因日子过得十分紧巴，我们就向村委

和乡政府提出办理低保的申请。可这事真

难办，我们就等着迁就着。今年8月初的一

天，我县人大代表王峰、县政协委员乔勤来

我村搞社会调查，我就把家里的困境告诉

了他们。这两位代表委员回城后就向我县

民政局领导如实反映了我家的情况，并建

议民政部门为我家办理低保。他们的建议

引起该部门的重视，局领导就和我乡领导

沟通，并让乡民政所人员到我家调查核实

并反复征求村民意见，最后让我填了表格，

按程序为我丈夫和儿子办了低保。事后我

想，若不是两位代表委员如实反映社情民

意，若不是县民政部门有认真负责的好作

风，我家被纳入低保户的事不会办得这样

顺利。

10 月 14 日，

风和日丽，秋高气

爽，农历九月二十

一，也是一个“好”，笔者回老家郸城县李楼

乡贺庄村参加侄子的婚礼。

说实话，我很讨厌这种形式，无外乎拿

出“份子钱”，然后在主人家大撮一顿，最后

喝个脸红脖子粗，弄个杯盘狼藉而已。主

人劝酒又不能不喝，否则是不给面子，大鱼

大肉吃多了同样对身体没什么好处，老传

统又不得不这样做。但这次婚礼变化还是

令笔者大吃一惊：

侄子的婚礼办得简朴而不失喜庆。原

来都要请至少6部轿车以装点门面，而这次

是雇了一个花轿，吹吹打打迎回了新娘。

中午吃饭时，主人家专门安排：“咱们新事

新办。官员们都除‘四风’了，咱们也不能

浪费，亲朋好友吃好吃饱啊。”以往的大鱼

大肉这次少了很多，青菜管够，一桌一瓶

酒，主人也不再劝酒，爱喝一口的就喝一

口，很随意。整个酒宴上也没有出现那种

“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频频劝酒声。说

实话，这是笔者近几年来吃得最踏实的一

场婚宴。也不再有不喝酒伤了主家面子，

喝了酒害怕下午上班被领导抓住挨批的矛

盾心理。以往一场婚宴下来至少也得两三

个小时，这次不到一个小时结束，关键是大

家吃得正好，一点儿也没有铺张浪费。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为

民务实清廉了，作风好了，少些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么，一

定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民风好转。笔者想，

这样的小康社会，这样的新农村，正是我们

广大群众应该追求的目标。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意思

是说邻居关系的重要性，每个人都

应积极处理好邻里关系，不能为了

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而正阳县

农民何某、龚某因一公共通道出行

发生纠纷，官司打了一审打二审，

然后又大打出手，两败俱伤。日

前，正阳法院审结了这起人身损害

赔偿案，二审终审判决何某和龚某

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

正阳县汝南埠镇农民何某家

的西墙与龚某所盖过道的屋棚相

邻，何某、龚某同走一条东西５尺

通道。龚某经常搬来大量柴草堆

积在通道口，为此，两家人经常恶

言相向，闹得不可开交。7月16

日，两家因通道出行问题再次发生

争吵，继而发生打架，双方不同程

度受伤，住进医院，何某花去医疗

费 4800 多元，龚某花去医疗费

2200多元，后二人均被公安机关

行政处罚。何某就医疗费等损失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

系邻居，应互谅互让，妥善处理好

相邻关系，双方因通道问题发生厮

打，对纠纷的产生具有同等过错。

法院对民事赔偿部分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判决何某和龚某双方各自

承担一半责任。

村里废弃的石碾
社会百态

□王金梁

当地老农说的就是这座小桥：“桥面只有一丈多宽，因为桥窄又没有护栏，掉下去过车，也淹死过人。”

据当地一位老农介绍，从彦张村南边

的小桥上“翻下去过三轮车，幸亏没有伤着

人”。人们在这个咽喉要道的小桥头经过：

“这么深的水，小窄桥上没护栏，走在上面

真吓人！”

陆浑大渠东二干的管理部门，只是

在每一座小桥两头竖起“危桥禁行”的水

泥板“警示牌”，意在告诫桥上那些不走又

不中的行人：“有了这块警示牌，出事俺可

不负责。”

县民政给俺办低保

农村红白喜事
也“光盘”

乡村新事

□刘涛

正阳县电业局

四到位服务农村
“三秋”生产

有效的监督是促进各项制

度和措施得以实施的保证。近

年来，卢氏县电业局根据工作实

际，把党风廉政建设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与安全生产、经营管理、

文化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及时

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

题。企业党政一把手带头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把廉政建设和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放在各项工

作的首位，实行一岗双责，班子

成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带头

廉洁自律，做弘扬正气、精诚团

结的典范，做勤奋工作、无私奉

献的典范。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纪检和审计工作，并带头接受监

督，为加强廉政建设、预防职务

犯罪提供了组织保证。

该局还通过突出重点，关口

前移，抓过程监督来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企业班子一把手与财

务、监审等部门密切配合，将审

计监督与廉政监督及效能监察

有机结合，以城乡电网建设与改

造、清产核资、基建、大修、技改

及车辆管理、物资采购等为重

点，实行重点监督，对重点项目

实行全过程参与和立项监察，对

各项制度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

效能监察，促进了政令畅通、制

度落实、规范管理，有效堵塞了

漏洞、控制了违纪问题的发生。

多年来，“检企共建”活动

推动了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有

效预防了职务犯罪，促进了企

业的规范管理和领导干部的廉

洁自律，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

救干部，杜绝犯罪，促进企业的

健康和谐发展。

（买阿丹）

突出重点、强化监督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