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人善举

□刘玉温郭在立

竟有此事

□李冰郑东洲

特别提醒

□李晨

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3
编辑∶白正春 电话：0371-65795789 E－mail∶ncbrx@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段俊韶

乡情民意农村版

立此存照

□杜夙志宋汉超文/图

随着“四风”整治的不断深入再发

力，权力监督越来越严，制度的笼子越

织越密，党员干部的作风明显好转，人

民群众普遍欢迎，但还应该看到，一些

党员干部感觉“铁八条”反“四风”束缚

得紧了，让自己不舒服，不方便，担心

干事容易出事，于是就搞起了明哲保

身的那一套，不敢担当，躲事怕事，为

官不为，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过

着慵懒的日子。事实上，每个人心里

都明白，都有一杆秤。哪些对哪些不

对，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内心里都很

清楚，位子是干出来的，不是坐出来

的，只占位置不干事，终究也坐不稳位

子。

干部的价值就在于干事。“老老实

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做

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干部工

作和生活作风的具体要求。“干净”与

“干事”是两个方面，相互统一，相辅相

成。对领导干部来说“干净”与“干事”

两者都不可缺少。如何解决为官不

为，敷衍了事？据《人民日报》报道：长

沙市望城区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通

过培养“狮子型”干部，“狮子型”团队，

让平庸干部没位置，树立干部的精神

坐标，使狮子气质在全区党员干部中

散发出来，从而找到了干部队伍建设

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整治不干

事、不作为的干部必须谋良方、下猛

药。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党性，

认真履职，勇于担当和改革创新。要

像焦裕禄同志当年与“三害”顽强斗争

那样，不怕矛盾复杂，不怕任务艰巨，

为了人民群众利益奋力把改革发展事

业向前推进。“宁愿拼上一条老命，也

要改变兰考面貌”。他以一个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忠实履行党

员义务和责任，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为人民，其精神多么宝贵。对滥用职

权，失职渎职，为官不为者要进行责任

追究。健全制度，加强监督，强化干部

“所作所为”的考核，认真听取群众意

见，让不干事的干部腾出位置，让给想

干事的“狮子型”干部，进一步在广大

干部党员中营造担当可贵、实干干实、

受人尊重的良好氛围。以实际行动为

敢于担当、实干干实的干部保驾护航，

让实干家大展身手，让探路人专心谋

事，让先行者奋勇前行。

冬天虽然没有曲折的故事和扣人心弦

的情节，但置身其中，纯正的味道会令任何

人眩晕与迷离。于是，在记忆与忘却之间，

寒冬虽然会消失，却留下独一无二的境地

和朝思暮想的充实与热烈，怀抱那些飞扬

又积聚的力量抑或朴素而深远的象征。

今年的气候定格在冬日融融的诗意

里，稍有点儿异常。大寒已经粉墨登场，却

丝毫还没有雨雪前来光顾的迹象。整个冬

天，都沉浸在气候干燥的阴影里。因为无

雪，村庄的房前屋后，沉重而轻盈的脚步总

是响来响去。因为无雪，道路尚未结冰，河

水一路奏着小曲缓缓流淌。河岸上垂钓的

人们踩着犹如春天般的艳阳，将诱饵悄悄

地潜入水面，然后静静地坐立，期待着收获

的圆润与饱满。

树上的落叶早已化作春泥溶入土中，

滋润着来年枝绿花红的肥沃。只有苦楝树

上还赤裸地悬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

苦楝，成群的鸟雀权当过冬的食粮，在苦楝

树上“叽叽喳喳”争着啄食。有的还啄下

来，衔到另一处隐蔽的地方把它掩埋起

来。也许是在储备自己的口粮，待到饥肠

辘辘时果腹。

广袤的田野里，虽然没有了农人们的

身影，但动物们却活跃其中。藏匿在空旷

狡窟里的野兔，像吮吸了一坛坛美酒，个

个兴奋得躁动不安；一群肥大的野山鸡，

站在高高隆起的田畦上，合唱着一首《田

园曲》，尽情地表演着一场“孔雀舞”。

健身运动的广场上，孩子们正在举行

着一场陀螺比赛。只见一个顽童，用一根

长长的鞭子缠绕着陀螺，然后猛地放开，

用力抽打陀螺，像狠心的地主婆抽打长工

一样，使陀螺直直飞快地旋转。这时的陀

螺像一位东山再起的汉子，正鼓足劲儿，

横扫沙场。再一抽，它来了一个凌空飞

渡，轻轻地跳过了一根挡住去路的横木，

落在另一边平地上，恰是一位美丽的少女

在跳冰上芭蕾。再次用力一抽，它转得更

快了。

雪是冬天的精灵，大地的宠儿，吉祥

的使者。冬天若无雪，人们居然会感到忧

伤、寂寞与惆怅。此时此刻，多想盼望着

下一场好大的雪，孩子们有了堆雪人、打

雪仗的娱乐场，可以尽情地与雪共舞，畅

怀欢歌。

常言道：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

落迟。也许，今冬无雪，是任性的苍天故意

赐予大地心灵上的干涸。那么，花儿盛开

的季节会真的来得晚，来得迟吗？伫立洹

河岸边，惊鸿鸣叫着掠过头顶，我仰望蓝

天，静心地在等待春季，等待风，等待雨，等

待闪电与雷鸣。

大沙河起源于民权县，流经宁陵

县、睢阳区，最终流入淮河。它浇灌

两岸土地，供沿河两岸饮水。大沙河

被当地人称为“母亲河”，但是在睢阳

区、宁陵县交汇处不到5公里的河道

中，却有几十条采砂船在无证采砂。

睢阳区、宁陵县地处黄河滩区，多为

沙质土，大沙河内的沙石多在15米之下，

在河道内无序采砂导致河坡塌陷，地面

塌坑，引起地下水下降，河水被污染。为

此沿岸的百姓议论纷纷，意见重重，看到

经逐步蚕食，耕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

近段日子，采砂船仍旧在作业，非法采砂

的行径未受到主管部门的严厉制止。究

其原因，一是一些采砂人有靠山和关系，

二是一些职能部门处理非法采砂的手段

多是“以罚代管”，收了钱就了事。

在宁陵县乔楼乡杨庄凤凰桥以

东、睢阳区贾楼村河段，非法采砂已

使几十米的河坡严重塌方，阻断了流

水，给泄洪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如果再不重视，大沙河道将会受到更

严重的损害。

汤阴县城关镇张庄村的医生郭江林

被乡亲们称为“贴心医生”。

村民杨桃十几年来一直患有眩晕症，

身体虚弱，夏天还得戴着帽子，冬天根本

出不去门，常年离不开治疗。郭江林就成

为去她家次数最多的人。无论春夏秋冬，

还是刮风下雨，郭江林上门给她打针，为

她配药，收费少甚至有时不收钱。郭江林

总是说，乡里乡亲的要多关照，这也是我

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

邻村老妪代某，卧床不起十多年，意识

模糊不能活动，去年冬天老人突然发高烧，

家属上门请郭江林出诊。郭江林赶到病人

家中，听家属介绍病人一周未大便，一天未

小便，情况比较危急。郭江林便为病人灌

肠、导尿，然后进行了详细检查，诊断为阑尾

炎，急需进一步治疗。然而病人年高体弱，

距县城又有十多公里，家人怕路途折腾不利

于治疗，便央求郭江林在家中治疗。郭江林

回诊所取来了急救药品和器械，返回邻村，

寸步不离地精心照看使病人逐渐清醒了过

来，半个月后，老人的阑尾炎终于得以控制。

七十多岁的郑得臣，是村里的五保

户。2014年，痔疮一天一天地严重，使他

痛苦不堪，到医院去又没有人护理，他掂

来想去只好忍着，实在忍不了的情况下才

到江林诊所。郭江林对他的病情进行了

全面检查，并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到他家

为他换了几次药，直到痊愈。事后，郑得

臣带着礼品到诊所表示感谢，被郭江林婉

言谢绝。

近日，商丘市梁园区市民李女士在

扫描二维码参加团购时，由于二维码中

含有手机病毒，导致手机被扣除了百元

话费。故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注意

二维码背后暗藏安全风险，请不要见

“码”就扫。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快速

普及，二维码应用逐渐走进大众的生活。

二维码不只应用在查询促销信息、团购消

费、在线视频等传统领域，电视媒体也开

始利用二维码方式提升与用户的交互程

度，甚至街头小广告也用上了二维码。消

协工作人员说，在当前二维码全面普及的

情况下，借助二维码传播恶意网址、发布

手机病毒等不法活动也开始增多。

消协工作人员分析，目前部分网站上

线了二维码支付通道，扫拍媒体广告上的

二维码，就可以实现购物和支付。但消费

者在使用手机支付功能时，要看清网站域

名，不要轻易点击反复自动弹出的小窗口

页面；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如果用手

机和银行卡绑定，不要在银行卡内储存过

大数额的资金，避免发生连锁反应。

商标作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显著

性标识，具有可识别性和专有性。国

家依法保护商标所有权人的商标专有

权，任何第三者未经商标权人许可，不

得在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不得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而邵

某经商不走正道，假冒注册商标制假

酒牟利，结果触犯了刑律，被法院以假

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

现年 35 岁的邵某系确山县农

民。他经常光顾商场酒店，发现名酒

很赚钱，于是他就伪造名酒牟利。

2014年10月，邵某来到正阳县城租

房，四处奔走购买“剑南春”酒瓶，又从

信阳购买“剑南春”酒包装箱及包装

盒，再从驻马店购买“绵竹大曲”酒。

回到租房处后将“绵竹大曲”酒倒进

“剑南春”空瓶内，简单封口后，再装进

“剑南春”酒包装盒内，便伪造出了“剑

南春”酒。去年9月至10月间，邵某共

伪造老包装“剑南春”酒12件，新包装

“剑南春”酒10件，隐藏在租房处待

销，可酒未售出就被工商部门查获，并

给予了行政处罚。

被处罚后的邵某本应停止制假，

而财迷心窍的他又易地租房，故伎重

演伪造“剑南春”酒。被警方和技术监

督部门查获并端掉其制假窝点，当场

在其窝点内查获假剑南春酒15件，假

冒泸州老窖21件及各类假冒名酒包

装近4000套，案值80多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邵某违反商标管

理法规，假冒他人注册驰名商标，生产

伪劣产品，已构成假冒注册商品罪。

去年8月的一天晚上，杞县邢口

乡50岁的刘某和同村的赵某、薛某等

人聚在一起喝酒。喝得兴起时，赵某

就炫耀起自己和女网友飘雪交往的经

历。看着赵某眉飞色舞的讲述，刘某

也是心痒难耐，一个劲地要飘雪的电

话号码。酒席散场后，刘某掏出手机

拨通了飘雪的号码，邀请她找时间出

来聊聊，顺便吃个饭。一连几天，刘某

都给飘雪打电话、发短信，后来两人如

约见面。当刘某提出到洗浴中心开房

间泡澡时，遭到飘雪的拒绝。

聊天的事情最终被飘雪的老公李

某发觉。看到一个陌生人和自己的老

婆聊得火热，李某十分生气，怀疑两人

关系不正常。在对飘雪一番拳脚之后，

李某拨通了刘某的电话：“你想和我老

婆开房，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老婆现在

患精神病了，你得拿2万块钱来看病。”

听到李某打电话说自己骚扰飘雪

的事儿，刘某赶紧挂断电话。此刻的

刘某心中那个后悔，简直无法言表。

孩子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这事要是传

出去，不知道该有多丢人，于是担惊受

怕的刘某就找薛某商量如何解决。

同年10月7日，经朋友薛某等人

从中说合，刘某东拼西凑了1万元交

给了李某。回到家的刘某越想越气，

贪腥的猫没有吃到鱼，反而惹下一身

腥。再说这借来的1万元也不是个小

数字，又咋向老婆孩子交代？刘某无

奈之下，到派出所报案。

案发后，李某将敲诈刘某的1万

元交到了公安机关。同年12月9日，

公诉机关将案件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

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予惩处。但

其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取得被害人

的谅解，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拘役3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

人间万象

□樊进举

期待着一场冬雪

无证采砂 麦田塌陷

郭江林：

村民的贴心医生

二维码或有隐患
请不要见“码”就扫

治“为官不为”
向“慵懒”说不

闻者足戒

□王树恒

财迷心窍造假酒
假冒商标触刑法

有话直说

□王天立

寂寞难耐找陪聊
被人敲诈落笑柄

安全知识测试
今年入冬以来，郑州市申庄小学结

合本校实际，扎实开展校园冬季安全教

育。并与日前进行了小学生安全知识

测试。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学

生们对安全知识的记忆，强化了安全防

范和自救自护意识。 （于丽红）

文明交通从我行动
为了有效预防中小学生道路交通

事故，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对全校学

生进行了交通安全知识培训。通过这此

培训活动，提高了同学们的文明交通意

识，增强了他们自我保护能力。（王学军）

开展“同教研组赛课”活动
近日，郑州市京水小学本学期同教

研组赛课全面启动，这是弓庄小学围绕

深化课程改革、打造高效课堂、推进素

质教育所采取的举措。通过此次活动，

让年轻教师们得到了锻炼，听课教师们

也心有所悟，教师在专业修养上得到了

极大的提升。 （马小庆）

我是美德好少年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先队员中树立

美德典范，郑州市江山路第一小学开展了

“美德少年”评选活动。引导队员们从小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理想远

大、品德高尚、热爱生活、奋发有为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陈姗姗）

鹿邑县扎实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2014年以来，鹿邑县利用空中飞

机防治与地面机械防治、人工防治与化

学药物防治相结合，全年累计防治林业

有害生物面积 6.51 万亩，防治率达

94.1%，较好地控制了害虫为害，确保了

全县林相完整。 （马国库）

1月12日笔者获悉，为确保迎

峰度冬工作顺利推进，确山县电业

局组织开展安全管理专项督查“回

头看”活动，及时查找诊断安全管理

存在问题和不足，保持安全生产工

作良好态势。

据悉，此次督查活动重点围绕

生产计划管理、两票管理、工程现场

安全管理等方面，查找、诊断安全管

理问题，目的是检查各基层单位与

班组安全规定、措施标准落实执行

情况，促进安全管理从管理层向基

层一线推进，强化安全工作执行力，

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有效性、穿透性。

为确保专项督查工作的顺利开

展，该局结合实际制订检查方案和

检查提纲，对各基层单位进行全面

核查。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

归类，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诊断性分

析，制定有关安全管理要求红线条

款，下达专项监督整治，全力提高作

业安全风险管控水平。（黄文静）

睢阳宁陵大沙河睢阳宁陵大沙河：：

确山县电业局：

安全管理“回头看”

最牛：全年154期141期开出头奖
大乐透自2014年5月5日（第14052期）起正式更改游戏规

则，针对浮动奖奖金分配原则和低级别奖的中奖条件作出调整，
一等奖的奖金分配比例根据奖池变为三种方式，这样奖金成色得
到了保证。以高额头奖奖金深受彩民追捧的超级大乐透没有辜负
彩民的厚爱，在2014年的154期开奖中，有141期为彩民送出头
奖，头奖开出概率为91.6%，因此被冠以“千万富翁制造机”雅号。

最惊人：中出4.97亿元
2014年超级大乐透488注头奖当中，有213注奖金过千

万！其中8月4日晚，第14090期开出的4.97亿元巨奖不仅是
2014年体彩大奖之最，也是我国体彩历史上少有的惊人巨奖。
该中奖票出自于山东淄博第07067体彩网点，中奖票面是一张
仅花费了180元钱，采用60倍投方式购买的追加投注票。

最给力：捐2000万元助力公益
我国体彩巨奖第一人王先生是一位具有多年购彩经验的

老彩民，可敬的是，大奖得主还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平常
在路上遇到残疾人或者生活困难的人，他总会拿出一些钱捐助
给他们。这次也不例外，拿到巨奖后，他当场捐赠2000万元爱
心善款，成立“中国体育彩票大乐透4.97亿元善人基金”，由山
东体彩中心代为管理，捐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大奖得主这
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用自己的公益之心支持体彩
事业发展，也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受益。

最遗憾：青海1076万元彩票无人兑奖
2014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青海1076万元大乐透彩票因无

人兑奖而终成弃奖。这也是青海省大乐透彩票历史上奖金最大
的一次弃奖。一张机选5注追加单式票面，为青海彩民赢得了
1076万元彩票大奖。青海体彩中心在得知大奖中出的消息后，
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发起寻人启事，以找到中奖者，但中奖者始
终没有现身，因此1076万元最终成为了弃奖，奖金将纳入彩票公
益金，用于青海省全民体育健身活动、体育扶贫工程等。（边媛）

盘点2014年彩市之最
大乐透亿元大奖引领彩市

19日晚，大乐透第15008期开出头奖54注，单注奖金高达
535万元，湖北武汉的钱先生独揽50注头奖，总奖金高达2.67
亿，创造了体彩历史第二巨奖、湖北彩市历史第一巨奖！

20日下午，钱先生携家人来到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
奖。据了解，他两年前开始买彩票，每周都会花费300元购买大
乐透，而此前中过最大的奖，奖金仅为5元。

在兑奖现场，钱先生谈了自己的中奖经历。19日下午，他下
班路过体彩03127销售点，想起当天晚上即将开奖的大乐透还没
有购买，就进店把一个月前机选的号码再次进行了50倍投。

当晚9点多钟，钱先生打开体彩官方网站上查询开奖号码，
看着自己彩票上的号码与当天开奖号码一模一样，开心地笑
了。看着钱先生开心的笑容，家人连忙问他是不是彩票中奖
了。“100万？”“1000万?”钱先生家人开始猜测起了中奖金额。
当他高兴的宣布是2个多亿时，家人第一反应是钱先生在开玩
笑。家人在亲自核对后，才真的相信天上掉下了个大馅儿饼砸
中了他们家。

20日一早，钱先生便请好假，将所有的亲戚叫到家中开
了一个家庭会，要与家人共同分享这份喜悦，并准备分一部分
钱给亲友，帮助他们改善生活。钱先生也表示后期会拿出一部
分资金，为慈善事业尽一份力。

在兑奖现场，工作人员告诉钱先生，如果每注多花1元进行
追加，将可多中至少1.5亿元奖金。“要那么多钱干嘛？够用就
行。”听着工作人员遗憾的话，钱先生很知足地说。

钱先生表示，曾无数次幻想自己中大奖后会干嘛，而现在
真正中奖后，倒觉得没什么特别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计
划。当工作人员笑着说“可以每天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时，钱
先生笑着回应“不上班多无聊啊，还是会去正常上班”。

最担心的还是怕外界知道自己真实身份，对自己的生活造成
影响。对此，湖北省体彩中心主任马剑平表示，根据钱先生的意
愿，其个人信息不予公开。湖北省体彩中心将严格按照《彩票管
理条例》，要求该中心、网点，以及其他因职务或业务便利知晓彩
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员，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中国好亲戚”湖北大乐透2.67亿得主现身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