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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

有话直说

□吴正伟

民生关注

□张欣

立此存照

□闫永申文/图

农村版

社会百态

□梁永刚

古英是一名俊俏农村女青年，22岁时

经媒人介绍与邻村小伙万龙相识，俩人

花前月下，步入爱河。2008年 5月举行

订婚仪式，古英提出30万元彩礼，万龙举

家出动，求亲告友凑齐了彩礼，却落下了

20万元的外债。同年10月1日举行了婚

礼，却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喜庆之

气。万龙及其父母为操办婚事又欠外债

5万多元，为还外债一家人愁眉不展，万

龙更是舍不得花钱。3年多，他没有给妻

子买一件衣服，就连添了儿子也舍不得

宴请，孩子、妻子有病也只是在村里小诊

所控制一下病情……渐渐地，古英与万

龙发生了口角，争吵之中万龙总要把彩礼

一事抖擞出来，把所欠外债作为“炮弹”劈

头盖脸向妻轰去，就这样双方感情破裂，

走向法庭，解除婚姻。一个看似美满的家

庭，就这样破碎。

此类例子，数不胜数。新野县法院3

年来办理的离婚案件有200多件，因高额

彩礼，导致离婚的占80%。究其原因，大致

有三：

一、男女比例失调，剩男现象严重。

2013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全国人口中，男性为68685.26万人，占总

人口的51.27%；女性为65287.23万人，占

总人口的48.73%，在不满20岁的人口中，

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余万人，平均每个年

龄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万人。出生人口

性别比失调，男孩多，女孩少的问题日益成

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保住香火。

农村传宗接代，后续香火是父母天经

地义的责任，所以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保住

香头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这使得很多家

庭在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下不堪重

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高额彩礼是女人体面的象征。

当前农村在婚姻交换过程中都存在

面子问题和攀比心理，村民认为彩礼是

女儿的身价，彩礼高，说明女儿体面，被

人家瞧得起，因此都会向男方家索取高

额的彩礼。导致村民之间互相攀比，彩

礼越要越高。

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婚姻的方法目前并

不多见，我认为一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教育农民勤俭办红事，充分发挥农村红白

理事会的作用，把一对对男女双方婚姻的

彩礼，在阳光下晒一晒，在镜子下照一照，

提高他们的荣辱观，倡导一种婚姻从俭，彩

礼降低的社会氛围；二是弘扬移风易俗婚

事新办的新风，倡导男女家庭组合，男到女

家落户，来缓解男女双方家长无人赡养的

后顾之忧；三是法官在办理离婚案件中，只

要证据充分，有理有据，事实清楚，就应该

对彩礼追回，使男方经济损失得到补偿，

女方家长的代内剥削受到遏制。

不堪重负的高额彩礼

编者的话：今年以来，林州

市人民检察院在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中，以公开、便民、高效为

突破口，在机关门前设立了信

访大厅、案件管理中心和控申

大厅，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理

相关事宜，他们积极开展预防

犯罪，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为林

州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今年2月，林州市人民检察

院案件管理中心开展业务以

来，认真落实检务公开，及时、

高效地为案件利害关系人办理

业务，适时发布重要案件信息，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林州市检察院在大门外

临街设立案件管理中心大厅，

案件利害关系人不需要进入

院内即可办理相关业务。案

件利害关系人到案管中心查

询案件时，工作人员认真审查

相关证件后，第一时间告知案

件程序性信息；律师申请查阅

卷宗，工作人员审核相关证件

后，随即安排律师在律师接待

室查阅卷宗；同时案管中心每

个工作日在人民检察院案件

信息公开网更新案件程序性

信息，案件利害关系人可以携

带证件在案管中心申请账号

后，在互联网上自行登录查

询，实时跟进；案管中心还在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和案管中心大厅滚动屏幕上

适时发布重要案件信息，如前

一段时间在林州利用锐器疯

狂划伤多名年轻女性的犯罪

嫌疑人被林州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批捕逮捕后，案管中心及

时发布，有效地消除了社会上

的部分恐慌情绪。

过去，案件利害关系人往

往不知道应该找谁办理业务，

现在到案管中心大厅即可，不

少来办理业务的案件利害关系

人当面称赞案管中心的工作便

捷、规范、高效。 （彭一峰）

寇海全技术精湛乐于助人受

好评

10月 10日,郑州市祥和集团电

力安装有限公司接到了一面表彰职

工寇海全的锦旗。上面写着“技术精

湛、助人为乐”几个金光闪闪的大

字。河南省雅宝房地产有限公司兴

建的东方国际花园广场供配电工程，

前期基建项目中1台基建变合不上

闸，多方求助，无人能解决，如不及时

送电会给工程项目造成无法估量的

损失。寇海全听说后急忙前往抢

修。变压器和大户外位于凹坑内2米

多高台上，四周围墙，无扶处，寇海全

只好搬梯登高处理，他仔细研究图

纸，反复测量，在施工员，监护人，安

全负责员齐心协助下最终将变压器

和大户外的电送上。 （张莉娜）

四举措培养民营企业家

近年来，桐柏县委统战部紧紧围

绕“两个健康”主题，加强教育引导，

积极培养民营企业家，以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一是加强教育引导，

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做好发

展服务，打造良好交流合作平台；三

是引导参与公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家

形象；四是推动制度建立，促进长效

机制建设。 （贾晓鹏）

封丘县检察院未检办深入学校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近日，封丘县检察院未检办检察

官先后来到该县一中、一初中、建勋

中学、希哲中学等多所学校，针对学

生遵纪守法、权益维护等内容召开法

制教育专题讲座，取得良好效果。 检

察官针对在校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

点，结合近年来办理的一系列真实、

典型的青少年犯罪案例，提高了学生

自我防护能力，受到广大师生好评，

取得了良好效果。 （朱彩霞）

许多乡村都是用村规民约来

规范和约束村民的行为。笔者发

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从

来没把村规民约的制定当回事，不

少地方都是应付差事。有的村把

邻村的村规民约照搬照抄、复印后

发给各农户，当成是自己的村规民

约。有的村虽然召开了村民会议

讨论酝酿，但随意性、主观性太大，

甚至与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相抵

触。有些村的村规民约存在着制

定程序、内容不合法和执行过程不

规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

工作的开展。为发挥村规民约在

农村社会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顺应广大村民意愿，笔者觉得各地

应该及时对本地的村规民约进行

一次“检修”。

在村规民约制定中，各地有

关部门要加强对村规民约的规

范和指导，要加大对村规民约合

法性的审查力度。对村规民约

中违反法律的内容要及时予以

纠正，在制定和修改村规民约

时，要组织广大干部、村民学习

有关法律法规，并让群众广泛参

与讨论，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

乡村文化风俗，又要引导村民坚

决摒弃封建文化的不良恶俗，既

要坚决保护农民依法约定的村

规民约，维护村民合法、合理、合

情的权益，又要坚决防止村规民

约被不良人员尤其是恶势力滥用

或利用。

同时，应注重结合时代要求

和农村形势变化，引导村民在村

规民约中加入新内容，如将“不得

乱扔乱丢病死畜禽和残药瓶、废

药瓶”、“不得在田间地头焚烧秸

秆”“爱护公共设施”等写进新村

规民约。政协、司法、文化等部门

要积极收集整理、探索研究散于

民间的民规、村规、族规，抢救乡

村习俗文化，编撰符合时代要求

的指导乡村文化建设的示范性文

本，使村规民约成为推动新农村

建设的助推器。

“今年麦天到现在，立交桥下成

剧场；各地戏迷往这儿跑，豫剧曲剧连

着唱。”10月26日下午，笔者在汝州市

辖区临木路和洛南高速公路临汝镇

菜园村村头的十字路口交会处看到，

高速公路立交桥下聚集了不少当地

村民，相当热闹。打听得知：“今年麦

天就开始啦。别处没地方去，这底下

怪美气，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十里八村

的戏迷们都自发前来自娱自乐。每

周三和周日下午，自带家伙吹拉弹唱，

吸引不少人来消遣，挺开心！”

农村的文化娱乐场所在哪里？

艺人、戏迷们可往哪里去？地方政府

真的应该认真考虑。

国庆假期回了一趟乡下老

家，顺便去村前的河滩上转转，目

光所及除了遍地疯长的野草，便

是那郁郁葱葱的荆了。荆的枝条

称为荆条，长而柔韧，非常适合编

制各种篮筐。过去，农村生产工

具落后，家家户户都用荆条编制

的箩头、荆笆、簸箕、簸箩、篮子等

生活和生产用具。在我的记忆

中，每年到了秋季，正是乡亲们热

火朝天割荆条的时候，挨不了三

五天时间，全村老少齐上阵便会

把这些野生荆条一扫而光，让曾

经密不透风的荆条坑变得空荡荡

的，像一个满头秀发的人被剃成

了光头。如今，望着一大坑茂盛

如林的荆条在风中哗哗作响，我

心生疑惑，曾经是炙手可热的抢

手货，如今为何无人问津遭到如

此冷落呢？我将心中疑惑说给旁

边一位放羊的老人，老人呵呵笑

着说，现在都用联合收割机收麦，

哪还用得上箩头、簸箩、簸箕那些

东西呢？老人漫不经心的一席

话，让我恍然大悟，是啊，随着农

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民已经

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加之

各类塑料、不锈钢制品在日常生

活中广泛使用，那些用荆条编的

农用器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已经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和

永远的怀念。

荆条浑身都是宝，村子前面

那个长势茂密、足足有四五个打

麦场那么大的荆条坑曾经是孩子

们的乐园。春暖花开的时节，荆

条就会吐出蓝紫色的花来。花不

大，但一串串地生长着，分外好

看。这个时侯，十里八村的养蜂

人赶着花季来到这里，放出蜜蜂，

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采花蜜。荆花

蜜是我国四大花蜜之一，色泽金

黄透亮，黏度高，甜度大，富有营

养，具有祛风解毒、促进消化吸

收、开胃健脾、调理肠胃之功效，

深受人们的喜爱。荆条的嫩芽是

乡下有名的“树头菜”，过去时令

蔬菜匮乏，村人从荆条上一把把

捋下嫩芽，回到家里用开水焯一

下，拌上蒜汁、姜末等调味，吃起

来清新爽口，香味飘逸。

老家地处豫中平原，乡亲们

祖祖辈辈流传着用荆条编制各种

农用器具的手艺，而且编的都是

家家户户离不了的生活用品，比

如淘粮食用的簸箩，割草拾粪用

的箩头，逮鸡子用的鸡罩，架子

车上的荆笆，等等。由于荆条制

品的用途极其广泛，需求量很

大，老家河滩上大面积的野生荆

条正好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到了晚秋时分，乡亲们起五更打

黄昏，把长得粗壮结实的野生荆

条齐刷刷地放倒，一捆捆扎起

来，装在架子车上拉回家，整齐

地码放在门前或者院内。由于

刚割下来的荆条湿气太重，不能

马上用来编东西，否则物品容易

变形。于是，经验丰富的村人会

将荆条晾晒上月儿四十，等完全

“出了汗”才能使用。

村规民约
也需要“检修”

被冷落的荆条

便捷、规范、高效服务群众
——林州市人民检察院系列报道之一

立交桥下唱起地摊戏

2004年夏天，渑

池县水泥厂职工卢海

峰在检修设备时，不

慎从管道上摔了下来，伤势严重。经医院

多方治疗，因脑干受伤，成为植物人。对此

结果，一家人犹如晴天霹雳。特别对他的

妻子李树珍来说，家里折了顶梁柱，孩子刚

刚4岁，还有年迈的老人，以后生活该怎么

过？李树珍左思右想，决心撑起这个家。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至今已整整

10个年头了。她每天一边照顾儿子、丈夫

和老人，一边还要去做楼层清洁工，以此来

增加家庭收入。

李树珍10年如一日不离不弃照顾瘫

夫，精神感人。10月27日上午，爱心之家

渑池分会的会长杨宗勇带领爱心之家渑池

分会志愿者到渑池县医院看望卢海峰，并

为他送去300元的救助金和礼品，李树珍

非常感谢。杨宗勇说，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只要我们心

中有爱，并且愿意奉献自己的爱，世界将变

得更加美好。

凡人善举

□段华峰

李树珍：

精心照顾植物人丈夫

今年81岁的张老

汉接到判决书时疑惑

地说：“我这么大年纪

了，在自家院子里种植了一片罂粟（大烟），又

不是进行买卖，只是想用大烟壳子治痛，这也

犯法？”日前，正阳县法院审结一起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案，法院以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罪判处张老汉管制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1933年9月出生的张老汉，家住正阳县

王勿桥乡村，膝下有四子三女，三世同堂，晚

年生活还算美满。可张老汉身体不好，经常

胃痛，吃点好的就拉肚子，经多次治疗仍反

复发作。他后来听到了一个偏方，用罂粟果

泡茶喝可以治疗胃病，还能治拉肚子，2013

年10月，张老汉向别人要了几颗罂粟果，并

将罂粟种子撒在了自家院内的菜地里和厕

所边空地里。到了今年四五月份，张老汉看

着屋前、屋后种植的罂粟植株开花结果，满

心喜悦。5月9日，公安民警接当地村民举

报，当场进行了铲除。经现场清点，张老汉

共种植罂粟943株。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老汉非法种植罂粟

达500株以上，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罪。鉴于其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

较好，且其年龄已在75周岁以上，种植罂粟

的本意是想用其辅助治病，犯罪主观恶性不

深，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闻者足戒

□王树恒

种植罂粟为治病
八旬老汉被判刑

高速公路立交桥上车流如织高速公路立交桥上车流如织，，桥下戏曲声声桥下戏曲声声。。

过往车辆喇叭声阵阵过往车辆喇叭声阵阵，，桥下戏迷照唱不误桥下戏迷照唱不误。。

河南惊现排列五4500万元巨奖，这是自排列五在我省发
行以来，单张彩票中奖金额最高的一次。消息一出，就在广大
彩民中引起了轰动，大家议论纷纷，都在好奇是谁如此的幸运。

10月30日上午，这位4500万元的大奖得主出现在河南省
体彩中心，独自一人，举止淡定，不免更让人们觉得奇怪了：中
了这么大的奖难道不激动吗？

人生的第三次大奖
李先生坦言，自己爱买彩票，尤其钟爱排列五，购彩十余

年。“我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咱中心领奖了，去年来了两次，一
次是排列五的1000万元，另一次是300万元。这一次的金额
最大，4500万元，在咱们省也算小奇迹吧。”

“我也觉得自己运气比较好，其实每次中奖之前我都有预
感，这次也不例外。”

独特的选号经
李先生称，虽然自己买彩票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并无什

么选号技巧，全凭感觉，从来不看走势图，“就比如说这次中奖
号码，我是在马云的阿里巴巴上市那一天，在电视上看有关马

云公司的新闻，当中出现了一串数字，我比较感兴趣，就从中选
了5个号码，多倍投注，追了一个多月。29日那天，我像往常一
样，继续将这注号码打了450倍，结果就中了这次4500万元的
大奖。”

“我选号码很随性，且具有很强的数字敏感性。看见一串
车牌号比较顺眼就会选，看见书上或哪一串比较整齐的号码也
会选，太随意了。我有时会守号，如果一直不中就会再换个号
码，不会死盯。”

一心只为公益
李先生毫不避讳：“我是一个房地产商人，收入颇丰，最初接

触彩票就是为了给国家的公益体彩事业献份爱心。日积月累，
发现自己对数字具有很强的敏感性，渐渐地就喜欢上了彩票。
我每次买彩票都是大手笔，不过都在我所承受的经济范围之内，
每期不落。曾经无数次与大奖擦肩而过，但是我从不遗憾。”

“这次的4500万元大奖，让我觉得我的付出没有白费，我
很欣慰。”

（高杉）

独特选号经 彩民拿下排列五
4500万元巨奖

北京时间10月29日早晨，2014年~2015年赛季美职篮常规
赛正式开战，在经过5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新一季的篮彩盛宴华丽
上演。经过5个月的阵容调整和精心备战，很多球队的实力发生
变化，整体来看，西部诸强的阵容基本稳定，雷霆、快船、火箭、小牛
等均保持上赛季主力班底，卫冕冠军马刺今年夏季甚至没有一笔
球员交易；而东部联盟的变化较大，勒布朗-詹姆斯重回骑士，公
牛迎来德里克-罗斯复出并引进大加索尔，步行者头号球星保罗-
乔治重伤，热火引进罗尔-邓和格兰杰与波什、韦德搭档，东部格
局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对赛季初竞猜胜负、大小分将有很大影响。

克利夫兰骑士是本赛季总冠军头号热门，由詹姆斯、勒夫、
欧文组成的新“三巨头”未战先红，早已人气爆棚。不过比起其
他磨合成型的强队，临时组军的骑士“三巨头”短期内恐怕无法
达成十足默契，赛季初期必将以练兵为主，不会太在乎常规赛的
一时胜负，前几轮可追骑士输球、输盘或小分。

东部强队公牛终于迎来了头号球星德里克-罗斯的再次复
出，又引进大加索尔补充内线。球队的防守能力原本就不错，进

攻能力又比上赛季提升了一个档次。赛季初期这支球队赢球、
赢盘的能力都将有所提高，大分预计也会比上赛季多。

上赛季东部亚军步行者流年不利，头号球星保罗-乔治今年
8月骨折重伤，球队实力大减，加上前两个赛季均止步东部决赛，
对球队士气造成很大打击。本赛季初期有可能斗志低迷，甚至
遇到连续的输球的尴尬局面。

备受瞩目的休斯顿火箭送走了帕森斯、林书豪、阿西克三名
重要球员，但球队内外线双星哈登和霍华德继续留队。今年夏
天“带领”美国队成功夺取篮球世界杯冠军后，哈登的领袖气质
得到升华，在内外线两名基石的带领下，火箭新赛季将趋于稳
定，不会再有上赛季大起大落的表现。

中下游球队方面，上赛季奇才、黄蜂、猛龙、勇士等球队进步
明显，尤其是各自的当家球星成长势头迅猛，很有希望夺取季后
赛资格，赛季初可能延续赢球、赢盘势头；而森林狼、雄鹿、爵士、
76人、国王、魔术等球队仍处在重建阶段，球队更多以培养新人
为目标，对成绩没有强烈要求，新赛季可能继续摆烂。

NBA新赛季前瞻：西部稳定 东部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