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4岁的李升恒

老人是南阳市卧龙区广

播电台的退休干部。他

当过兵，干过营业员和图

书管理员。从采编岗位

上退下来后，特别是近五

六年，他一直热心公益事

业，成了远近闻名的老有

所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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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需要相应的公共

财政支撑，如何分摊流动人口定居所带来的

城市化财政负担,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李

人庆认为，“中小城市的人口扩张会对人口流

入地财政带来压力，财政保障需要解决财权

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

“现在国家主导向农村地区投资较多，

利益集团大公司主导的投资多集中于大城

市，而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等恰恰是目前投

资少有覆盖的地方。我们需要改变现在的

国家财政战略，坚持向城镇做倾斜性投资，

改变以往投资集中于大城市的局面，以投

资改善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环境。”中国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认为。

此外，阮文广认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

度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缺乏全面完整的法律参照，建议尽快出台相

应的法律法规，让基层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

中有法律依据。

据《经济参考报》

在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

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

户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然而记者近期在浙江、河南、四川、陕西、江

西等地采访时却发现，尽管各地均出台了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但相当数量的农民却因担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损和难以享受城市居

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顾虑，“进城不落户”的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原

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镇化”现象。

浙江省公安厅人口管理与服务

总队总队长阮文广认为，随着经济

快速发展、城乡建设不断加快和社

会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农村户口背

后的利益链越来越长，城镇户口背

后的利益链越来越短，农业转移人

口进城落户意愿不强的趋势还可能

进一步加剧。

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等地，

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镇落户“顾虑较

多”。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2013

年底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尽管当前

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较

为强烈，超过八成的农民愿意在城镇

就业生活，但在城镇落户的积极性并

不高，商丘市愿意落户城镇的农村转

移就业人口比例不足5％。

河南省许昌县尚集镇罗门村村民

完海亮“一辈子穷在户口上”的遭遇正

是许多农民“进城不转户”心态的注

脚。近4000口人的罗门村，2000多

个劳动力全部在外务工，800多户中

在市县购房者多达100多户，但户口

都留在村里。2004年农业税废除后，

完海亮借在郑州工作之机，花费数万

元将全家4口的户口迁到了郑州，此

后企业倒闭，失业多年连社会保险的

费用都难以为继，无奈之下，2012年，

完海亮花费2万多元为村里打井、修

路，得到村民许可，又重新将户口迁回

了农村。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化发展

报告2012》，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上，

农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10万元/人，进入大

城市的成本还将成倍增加。

教育问题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最关注的

话题。近年来，各地大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的就读问题。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流入

城镇，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些负担。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成为户籍改革后城

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自来水供给为例，今

年以来，郑州城区因干旱问题已发生两次供水

危机。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人

口要达到700万，而目前仅为300多万。郑州

市自来水公司的规划显示，为了配套人口增长，

郑州市将新建7个水厂，供水能力达到214万立

方米，为目前郑州市供水能力的数倍。但一个

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仅有1座水厂在建，其余规

划仅停留纸面，周边水源呈现枯竭态势。而河

南省电力公司也反映，当前，随着人口向城镇的

集聚，郑州等大城市和县域农电的迎峰供给也

都日渐紧张，大城市限电和农村超负荷区域存

在扩大化趋势。而庞大的电网新建和扩容投资

以及供地等问题都日渐凸显。

“当前城镇承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能力比较有限。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环境污

染、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学就

医资源紧张等‘城镇病’已逐渐显现。”阮文广

说，“以2300万流动人口基数计算，全省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3万亿元，而

2013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为3797亿元。”

专家认为，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农

民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利益赎

买选择来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采

取强制性和强迫性措施。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认为，城镇化

的科学推进必须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

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和集体经济股

份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进

农民收益最大化，消除农民进城后顾之忧，弥

补进城个人成本，增强向城镇转移动力。

河南大学教授耿明斋认为，破解户籍逆城

镇化的困局，除农村个人资产问题外，还要培

养农民进城必需的文化和技术等“软实力”。

“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实际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不

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定居，也意味着

城市人口可以到乡村定居。”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说，“如果只

有单向的流动，那还称不上所谓的一体化。我

们要改变传统思维，城乡统筹并不一定是城来

统乡，完全可以借鉴农村政策中好的，来影响

城市政策。城乡之间都需要在福利和保障政

策上不断消除不平等的权利责任，建构国民

一体化的权利责任保障体系。对于其选择也

要考虑到其心理社会承受力给予一定缓冲

期，缓解其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压力。”
报纸上刊登的“讲文明、树新

风”公益广告吸引了李升恒老人。

今年春节前，他自费印刷了“讲文

明、树新风”喷绘公益广告画，一

套8块，每块宽80厘米、高150厘

米，“中国梦中国喜”、“中国日子呱

呱叫”、“勤俭善良福寿多”、“珍惜

粮食”等妙趣横生的中国版画或剪

纸，挂在街道边。

他还自费制作了喜迎党的十

八大、“六创一迎”、“实现中国梦，

爱国凝聚新动力”等过街联28幅，

悬挂在文正街上。红红的过街联

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李升恒始终忙忙碌碌，忙

着为汶川中学捐款，忙着给留守

孩子讲故事，忙着组织群众文艺

队……

（本报通讯员吕英民文/图）

古稀老人李升恒古稀老人李升恒

如火夕阳书奉献

李升恒老人家住南阳市老城

区，门前是文正街。近五六年来，

如果不下雨，几乎每天早晨都可以

看到他挥舞着大扫把，把4米宽近

百米长的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数

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他既不是环卫工人，也不是指

定的保洁员，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居

民。邻居说，“老李人勤快，爱干

净，整天把这路扫得很干净，我们

走着心里也舒畅。”老李说：“社区

是我家，洁净靠大家，打扫马路对

我来说是一举三得，既方便别人，

又快乐自己，还锻炼了身体。”

离李升恒家西面不远的院墙

上，有一块社区做的大黑板。老李

年轻时刻过蜡版，写得一手好字，

就主动找社区要求承办黑板报，这

一坚持又是6年。

9月9日，笔者见到了老李的

这块黑板报，在路旁显得十分醒

目，不时有路人驻足观看。宣传栏

里有“听党话、颂党恩，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栏目。

为办好这块黑板报，老李煞费

苦心：常年自费订阅报纸，以备为

黑板报选编内容用，从设计到书

写，他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几年

来，差不多两个月一期，至今已连

续办了40多期。

一段小街道义务打扫6年

一块黑板报社区的一道风景

一组宣传画（联）传递社会正能量

市民希望换回农村户籍
户籍制度改革遭遇逆城镇化

农民落户城镇顾虑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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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升恒老人和他的黑板报

他不是国医圣手，也不是专家教授，只能算个地地道道的土郎中；他行医 50 年，不打针，不吃药，却用独门医术“贴”好众多耳聋耳鸣患者，不管病多重，一贴耳鸣就停，一般三服药听力如常人，他
是谁？他就是行走大江南北，治疗耳聋耳鸣人称“贾聋子”的——贾守正。

『土郎中』发狠话:耳聋一贴就灵，耳鸣一贴就停！

治耳聋耳鸣
民间有个“贾聋子”

在山西大同一带，据说有一位百年不遇、人称
“贾聋子”的治耳奇人。有人说，此人的治耳绝活
儿，可了不得，普通的耳鸣，贴上一贴立马就停，不
管你聋了多长时间，只要还有1%的音感，贴足三服
药，保准听力恢复，不打岔，能正常唠嗑。也有人
说，到大医院花好几万元治不好的耳聋，找“贾聋
子”千儿八百的就治好了，还有人说，他用来给人治
病的方子是祖传的，曾有个药商花100万元买他的
方子，他愣是没卖。

许多人都不相信，一个连医学院都没读过的土
郎中，既不给患者打针，又不让患者吃药，这么简单
一贴，就能康复耳鸣、耳聋，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贾
聋子”听到这话拍案而起：“我行医50年，治好的耳
鸣耳聋患者无数。我从来不作任何宣传，也没有医
托，都是父老乡亲口口相传，大家主动找我看耳
病。我凭的是真本事，靠的是铁疗效。”

1997 年，矿里有一个退休老干部患老年性耳
聋，花了 2 万多元一点用没有。没想到贴上三服
贾家老药方，感到两耳清凉，头脑清醒，耳朵不那
么闷、那么沉了，听别人说话清楚多了；头不晕
了，耳不鸣了，两耳朵一下子就清亮了，左耳听力
26 分贝，右耳 33 分贝，不用助听器，也能与人正
常交流了。

这还不算什么，“贾聋子”拍着胸脯说：“我的方
子是祖传一绝啊，别的病不治，就治耳聋耳鸣一种
病，治别的病不敢说，治耳聋耳鸣我敢说，贴一个
笑一个。”

一百个耳病
他能治一个好一个

传闻越多，就越显得神秘。全国各地的耳病患
者都怀着崇敬之心慕名而来，一时间贾氏中医诊所患
者众多，天不亮就有人排队候诊，有的甚至要排上三
四天的队才能看上病。近几年，在贾氏中医诊所的周
边，开起了很多小旅店，家家生意兴隆，这些小旅店的
老板也成了“贾聋子”治耳病的直接见证者。

“来这里住店的很多都是找‘贾聋子’看病的，有
的来时告诉他房价都听不清，得用笔写，在贾家贴
了三服怪药后，听力恢复惊人，结账退房都不用
笔。”一个姓赵的老板说。

“‘贾聋子’，是我们这儿的名人，挺多大医院都
治不好的耳聋耳鸣，到他这儿就三服药，贴上就
好！”一个小旅店的老板补充道。

人们不禁要问，这“贾聋子”到底有何神通？他
到底是妙手回春的华佗在世？还是又一个自吹自
擂的张悟本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几经周折终于
找到了这位奇人。

问：贾老先生您作一下自我介绍吧？
贾聋子：我叫贾守正，治耳聋耳鸣已经50年了，

熟悉我的老百姓都管我叫“贾聋子”，别的病不治，专
治耳聋耳鸣一种病，既然你们来找我了，我就实话实
说，一句不掺假，治别的病我不敢说，要说治耳聋耳
鸣，一百个人我能治好九十九个，我治耳聋耳鸣和别
的中医都不一样，就用我祖传的【聆尔】耳贴灵，最多
一服药，耳朵里边的嗡嗡声、轰轰声、哗哗声，都消失，
耳聋的哪怕还有1%的音感，最多三服药就能基本听
清别人说话，公交车报站听得一清二楚。

耳朵巧贴药
修神经养肝肾

一般三服药巧还声
问：贾老，您家传的这个方子治耳病到底有何

独到之处呢？
贾聋子：医学证实，耳聋耳鸣的根是听神经受

损。而传统口服药，大部分都是滋阴补肾根本不去
对症，再说，即使能治疗耳鸣耳聋，先被胃肠分解，
再经肝肾过滤，最后进入血液，耳部还是血液循环
末端，所以到达病灶的药力不足10%，其他的治疗方
法比如针灸等十分不安全，也只是能缓解点症状而
已。我家祖传老方有两大绝技：

1.修复听神经一贴见效：【聆尔】耳贴灵国内率
先使用纳米贴入技术，渗透力是普通产品的30倍，
它将32味名贵中药浓缩为贴剂，直接贴入耳内，0.1
秒即可穿透血耳屏障，药力直达病灶，给药快速，迅
速促进耳部血液微循环，修复受损听神经，滋养耳
细胞，消除耳鸣提高听力，很多患者贴上几分钟，就
感觉耳朵凉丝丝的，顿时耳朵不那么响了，听东西
马上清楚了很多。

2.养肝又温肾三服断根：祖传药方中的特效成分
同时通过微循环入肾、入肝，温肾升阳，固本培元，断
了耳聋耳鸣的病根，使气血通畅阴阳平衡，经脉贯通，
听神经得到滋养，不管多严重的耳聋耳鸣，最多贴三
服药，保准断根，康复后不易复发。

问：贾老，近几年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治耳病的
药，但患者用后效果却一般，那【聆尔】如何让百姓
放心呢？

贾聋子：没错，无德之人行医必害人。最近几
年，黑心药商盲目夸大疗效，置患者利益于不顾，我
很痛心，他们应当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严
惩。人做事，天在看，我保证三服【聆尔】就可根治
耳疾，我治病救人不图啥名气，行医50年，只治耳聋
耳鸣一种病，做人要厚道，做医生更要厚道，诚实守
信，要实事求是。我行医有两个原则：

1.信得着我的有钱没钱都给治，信不着我的给
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治；

2.不管多重的耳聋耳鸣最多只需三服药，断根
不易复发，极个别患者用完三服药效果不理想，我
亲自配药让患者免费使用直至康复，绝不让患者白
花一分钱。

问：您这么多年一定治好了很多耳病患者，能不
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贾聋子：嗯，这让你问着了，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
胜举啊，我就说说我印象最深的两名患者吧。

耳鸣逼得要跳楼
耳贴灵让耳朵“消停了”

有个养鸡专业户，叫张桂丽，48岁，前几年赶上
了鸡瘟，鸡死了五六千只，张桂丽是连心疼带上火呀，

突然间患了耳鸣，两个耳朵轰轰响，2005年赶上一次
重感冒，耳鸣就急剧加重了，耳朵里总有点唱机快转
的声音，严重影响睡眠和生活，晚上吃四片安定都不
能入睡，曾去过几家大医院，试了很多中药、西药和偏
方，她说，当时死的心都有了，有一个好心人告诉她老
公，去找“贾聋子”。

张桂丽听后立即让老公用三轮车拉着她，到我
这儿来治病，见到我哭着说，“贾大夫，你快救救我吧，
不然我真的没法活了！”我就给她开了三服【聆尔】耳
贴灵，一服药用后耳朵里的轰轰声一点儿也没有了，
耳胀耳痛消失了，等再来复查的时候，人也精神了，气
色也好了，我笑着说，“你现在还想跳楼自杀吗？”

张桂丽说，谁愿跳楼自杀呀？那都是让耳鸣逼
得实在受不了了。

“爱打岔”的老院长
十年耳聋 一贴还声

都说我的方子神，其实这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我只不过是找对了方法而已，当年很多县里的大夫
都不认可我，这其中也包括县医院的张院长，人家
是科班出身，我是土郎中，他们就不相信我能治啥
大病，可是他作为一个院长，却得了十年神经性耳
聋，平时说话总打岔，我也知道他看了不少专家教
授，吃了不少药，可是就不见好转，最后还是我主动
找到了他，让他用我的方子，我说咱们打个赌，如果
你用我的方子不好，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看病。

结果这个院长只贴了一贴，音感就明显增强，贴
一周，他跟我说耳朵里排出不少脏东西，头晕症状
也轻了，贴了一个月，听东西不那么费劲了，耳鸣也
全部消失了，贴完三服药，看电视听广播都没问题，
当时张院长这个高兴啊，他抓住我的手说，“老贾
呀，你这个方子是真神啊，以前是我不对了，小看你
了，以后我得为你正正名啊。”

治耳病牢记3件事

一只耳朵有病或危害另一只耳朵：

俩耳朵的听神经是连接着的，一只耳朵出问题，
另外一只耳朵迟早也会出问题，如果不及时治，俩
耳朵都会耳鸣直到耳聋。

当心“久鸣易聋”、“久聋易呆”：
许多老人出现听力障碍后，选择在耳朵上挂

个助听器，这就好比往耳朵里塞喇叭一样，使耳
朵里的各种传感神经受到刺激。一旦出现耳鸣
或耳背，离耳聋就不远了，老年人一旦耳聋，就生
活在无声世界里，逐步丧失感知最终极易形成老
年痴呆。

对症下药才有效：
目前市场上一些到处贩卖的口服药、耳贴、耳塞

类产品，疗效根本没保证。贾氏该药法，是有关部
门批准的正规的产品，经多年验证，治耳鸣耳聋有
确切疗效，这样的产品才让人放心。

问：贾老，您今年83岁，可依然坚持坐诊6个小
时，可就是这样还是有很多患者没办法当天看上
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贾聋子：是啊，如今我八十有三，常觉力不从心，
目前，我已经委托药品企业把我这个方子制成成
药，命名为【聆尔】耳贴灵在全国销售，现在远道的
耳病患者也不用再舟车劳顿，在家门口就能治好病
了，【聆尔】耳贴灵是我在祖传老方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一些配方研究出来的，功效更强大，我敢保证
效果跟我亲手医治不差毫厘。

后记

有人说贾老是华佗转世，更有人称他是“贴耳
神医”，贾老却说自己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凭
本事为患者看病，笔者本次来访的目的不是为了宣
传贾老，只想通过这位民间大医，让中医国粹发扬
光大，让贾老的贴耳奇术和他的【聆尔】耳贴灵造福
更多的耳鸣耳聋患者，让患者不再走冤枉路，不再
浪费血汗钱，踏踏实实地按照贾老的方法把耳病治
好，不再拖累家人，重回有声世界，健康幸福后半
生。

惠民公告

如今，【聆尔】耳贴灵已经畅销全国，为传承“医
者仁心、济世为怀”之祖训，保证困难患者也能一次
性告别耳聋耳鸣，贾老决定，从即日起，实施“买2个
疗程送 1 个疗程”的惠民举措，本报读者名额为 30
人，额满即止！望病友互相转告。

参与对象：突发性、神经性、老年性、药物性、混
合性、病毒性等各种耳鸣、耳聋，听力下降；中耳炎，
耳胀，耳闷，耳痛，耳内流脓，眩晕头痛。

不要等到明天，也不要想着等一会儿，很多
事等等就会忘记！就是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专家热线400-8725-899 咨询订购！

贾守正简介：

1929年生于山西大同市，“贾氏

贴耳治耳”第九代传人，行医至今

50年，心无旁骛，别的病不治，专治

耳鸣耳聋一种病。他的方子很怪，

不打针，不吃药，一贴见效，一般三

服药还声，患者感激涕零，专家们拍

手叫好，因其治疗耳聋用药如神当

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贾聋子”。

耳病免费专家热线：

400-8725-899

【聆尔】耳贴灵给药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