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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

拜年赠送一本书

会议合并召开好
凡人善举

□谢辛凌

李秋生：
敬老院里的“孝顺儿子” 农村妇女渴望过好“三八”节

农村版

闻者足戒

□孔晶晶

有话直说

□梁星毯

乡村新事

□王媛媛

一年一度的“三八”节即将来临。在城

市里每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都会在“三八”

节前后为妇女们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

动，或集会学习，或办班培训，或欢聚座谈，

或观看节目，使节日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

色。而农村妇女却感受不到“三八”节的快

乐与喜悦，好像“三八”节不属于她们似

的。她们更渴望和城市里的妇女一样过好

属于自己的节日，当地政府和妇女组织却

无人问津，农村妇女颇有微词。

“三八”节是全国妇女们的共同节日，

不能热一个凉一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千万

不可冷了农村妇女的心。近几年来，农村

留守妇女的丈夫纷纷外出打工，把责任田、

老人、孩子和家务全部抛给了她们，使她们

不堪重负，一年到头累得疲惫不堪，很少有

时间和精力学法律、学文化、学技能，理论

水平和文化素质还远远适应不了建设美丽

乡村的需要。所以，要利用“三八”节这个

妇女的特有节日，给她们多充充电，使她们

换思想，变观念，在认识上有一个新提高，

新变化。

今年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之年、全面依法治国

的开局之年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化之年，发

展速度快，改革任务重，坎高障多需要人人

参与，全社会共同努力。再者，农村留守妇

女在中国妇女中占半数以上，是一支不可忽

视的有生力量。需要让留守妇女了解国家

的大政方针政策、走向、发展前景和建设的

宏伟蓝图，需要她们更新知识，学习技能，增

长才干，更好地投身到“三农”建设中去。

建议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妇女组织要高

度重视新形势下的妇女工作，让农村留守

妇女也和城市妇女一样真正过好自己的节

日，为其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要为

留守妇女多“充”政治法律、文化技能等多

功能的实用“电”，使农村留守妇女真正撑

起实现中国梦的半边天。

3月3日，濮阳县工会、团县委、

县妇联工作会议合并召开，仅用了

90分钟时间，与会者深为此举叫好。

众所周知，每年年初，各部门

的总结表彰会都会走马灯似的接

连上演，一个会至少半天，浪费了

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议合

并召开好处多多。 首先，有关部

门能节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人

民服务。近几年，由于“会海”的泛

滥，很多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泡”

在会议上可以说是一种通病。据

一位公务员介绍，他单位的一把手

和相关人员曾经一上午参加 5 个

会。群众办事进不去门（门落锁）、

找不到人（人上会）的现象经常出

现，降低了办事效率，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

信和形象。其次是会议主办单位

能节约大量的会议经费。大家知

道，一场会议从准备到结束，制作

会标、桌牌、打印座签等每个环节

都是由资金“铸”成的，会议下来，

主办单位往往有一定花费。特别

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和重复召开的

会议更是造成了无谓的浪费。

当然，会议合并不是说不用召

开专项会议了，更不是全盘否定专

项会议的作用。一些该开的专项

会议还必须照开不误，关键是要从

思想上、认识上、源头上治理会议

过多过滥的问题。都能如此，以人

为本，转变作风，提高效能，为民解

困，为民服务决不会成为一句空

话。

几天前，感人的一幕发生在

天津一家血液病医院里，来自宁

陵县的三姐妹争相为患白血病的

弟弟做骨髓配型检验，站在一旁

的弟弟张国庆感动得突然下跪，

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

激。“我们姐妹三个都做了血液配

型检验，总会有一个是最适合弟

弟的。我们情愿用生命来帮助弟

弟，他还年轻，要走的路还很长。”

3月2日下午，在宁陵县城郊乡张

老庄采访时，张家大姐张秀梅动

情地说。

年仅25岁的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生张国庆2007年身患白血病，

7年来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与病魔

进行着生死抗争。残缺的手指、

贫寒的家庭，又患上了可怕的白

血病，张国庆真是命运多舛。今

年春节前，病情急剧恶化，他时时

感到死神的侵扰，靠输血已经不

能再维持生命了，进行骨髓移植

手术迫在眉睫。

换谁的骨髓？64岁的母亲王

翠兰自告奋勇，愿意给儿子第二

次生命。由于年龄过大，被医生

排除了。张国庆上有4个姐姐均

已出嫁，招到家里开了一个家庭

会，商讨这个难题。大姐张秀梅、

二姐张玉梅、四姐张文娜都愿意

捐献自己的骨髓，由于三姐身体

羸弱多病，但她表示谁给弟弟捐

献了，她就拿出5万元营养费补偿

给谁，也算是尽到自己的一份心

意。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三姐妹

同时做血液配型检验，选最好的

一位捐献。

农历正月初五，当人们还沉浸

在节日的喜庆里，张家三姐妹陪着

弟弟张国庆赶往天津中国医学科

学院血液病医院，于是就出现了本

文开头的一幕。四姐张文娜和弟

弟感情最亲近，她抱着6个月大的

女儿在医院楼上楼下地跑。“我们

姐妹三个，数我最年轻，血液活力

最强，我觉得我最合适。我丈夫马

万元也特别支持我，从来没有捐骨

髓容易得后遗症的担忧。”张文娜

诚恳地说：“血浓于水啊，一母同

胞，我执意要求为弟弟捐献。”

血液检验结果得半月后才能

出来。在这等待的日子里，高昂的

医疗费却难煞一家人。父亲张明

田一直在工地上卖苦力，干的都是

最累的活儿。王翠兰除了走村串

巷捡拾破烂卖钱外，到政府机关、

慈善组织一个个地求助。东家借，

西家磨，亲戚邻居家都跑了个遍

儿，连一家人一年的口粮都粜卖

了，但离50万元医疗费的缺口还

很大。

羊年春节前夕，年味浓浓。“这大过年的，你

又送来好多过节食品，让俺们真是感动。”说着，

几个身体硬朗的老汉一边啧啧赞叹，一边从一辆

小货车上搬卸生活用品。这是当日上午发生在

沈丘县周营乡敬老院的一幕。

原来，这几位老人口中不住地啧啧称赞的

“孝顺儿子”，名叫李秋生。

李秋生今年50多岁，他不仅是沈丘县周营乡

东李营村的民营企业老板，还是沈丘县政协委员。

多年来，每逢春节来临之际，他都要前来看望慰问

居住在这儿的五保老人，为五保老人送去新年祝福

和问候，并带去了猪、羊、牛等鲜肉，油、米、水果等

过节生活慰问品，让他们欢度春节。因而敬老院的

老人们都亲昵地称李秋生为“孝顺儿子”。

这已经是李秋生连续第10个年头看望这里

的五保老人了，累计送年节慰问品折款达10万元。

“俺生长在农村，如今靠党的好政策致了

富，又被选为县政协委员，现在正是回报社会的

时候了。”李秋生说，这些年他不间断地为五保老

人送温暖，献爱心，从没想过出名、图利。只是想

着尽自己一份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责任心，让

居住在此的五保老人能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

家住罗山县子路镇的李长银为给而立之年

的小儿子李翔娶媳妇，从人贩子手中收买了一名

被拐卖的云南妇女当儿媳，哪知儿媳娶进了门，

自己却因此触犯了法律。3月3日，罗山县法院

以李长银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两年。

2014年8月，刘大力让姜超帮助其贩卖云南

妇女，并约定贩卖一名妇女给姜超5000元，介绍

一名男子到云南省收买其拐卖的妇女给姜超

2000元。随后，姜超在云南省以3.3万元从刘大

力处购买了一名云南妇女。刘大力让姜超将云南

女子带回罗山县贩卖。同月20日，李长银以3.5

万元将该名云南女子收买。当晚，李长银将云南

女子带回家中，安排儿子李翔与云南女子同居。

罗山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大力、姜超以出

卖为目的贩卖妇女，其行为均已构成拐卖妇女

罪；被告人李长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其行为已

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因被告人李长银协助

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姜超，系立功，且到案后能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

今年春节期间，永城市薛湖镇

陈小庙村年过古稀的张连生老人

给亲戚朋友和前来给他拜年的晚

辈们每人赠送了一份特殊礼物。

受赠者高兴地说，这份礼物比啥都

金贵。

这份特殊的新年礼物，就是张

连生自费出版的一部文学小集子

《乡土人生》。

张连生曾是农村的一名基层

干部。三十多年来，无论他工作再

忙，劳动再累，他都坚持读书看报

和业余文学创作。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有一天，他的文章见诸报

端。从此，他更加如痴如醉，一发

而不可收。

张连生植根于农村这块热土，

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

感情。社会上的一些纷繁现象，农

村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无不感动

着他，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和陈

规陋习也使他深恶痛绝。这些都

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

泉。

1990年，原薛湖乡政府聘请

他当了农民专职通讯员。当地几

家报社、电台也聘请他为通讯员。

他的作品也上了省级和国家新闻

媒体。他撰写的《做人做事三字

歌》和反映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发生

的新人新事的山东快书、相声、河

南坠子等曲艺作品，也被县乡文艺

演出队和唢呐班采用，乡亲们都

说：张连生写的都是俺老百姓自己

的事，我们喜欢听，看得过瘾。

张连生和乡亲们同呼吸共命

运。老百姓心思想的啥、盼的啥、

反对啥、拥护啥，谁个劣谁个优，他

心里都一清二楚。他向新闻单位

写了一些群众要求和建议的文章

见报后，上级有关部门十分重视，

立即作出整改措施。乡亲们都高

兴地说：“张连生一篇小文章可帮

了咱的大忙。”

张连生已年过古稀。但他身

体硬朗，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他

现在是永城市老年诗词研究会会

员，负责镇里的诗词工作。他积极

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帮他们修改

文章或诗词。二十多年来，他获得

的荣誉证书和获奖证书足有一大

摞。有人问他：“你七老八十的年

纪啦，整天忙得脚底板不沾地，你

到底图个啥？”张连生一笑了之。

张连生常想：人生在世，总得

给子孙留下点什么。于是他把自

己20多年来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

文章汇集起来，征得当地文化部门

领导同意，自费出版了一部文学小

集子《乡土人生》。他把自己的书，

无偿赠送给自己的文友、诗友、老

同事、老同学、老战友等，还赠给敬

老院的老人。一时间，当地不少人

都在读他的书。有的人还登门索

要书看，张连生都一一满足他们的

要求。

今年春节期间，张连生突发奇

想，凡来拜年的亲朋故友每人都赠

给一本《乡土人生》。

农家故事

□闫占廷

三姐妹争相捐骨髓

收买妇女做儿媳
触犯刑律悔不已

这几日虽然春寒料峭，但柘城县大街小巷到处是

一派喜庆气氛，城乡群众纷纷来到街上扭秧歌、看街

景、赏花灯。该县举办了大型传统秧歌表演和民舞、民

俗表演，举办了相亲交友等活动，展示了富裕后的柘城

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极大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日前，正阳县公安局民警在向辖区真阳

镇留守老人宣传禁毒常识。在“百城禁毒会

战”活动中，该局民警深入农户家中提醒留守

老人，要教育好外出打工的子女不要沾染毒

品，深受群众好评。 张耀中摄

2月28日，在上蔡县2014年综合目标

管理工作表彰大会上，该县电业局获得“服务

全县经济建设先进单位”、“综合目标管理工

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2014年，上蔡县电业局紧紧围绕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科学谋划电网建设，深入践

行“你用电，我用心”服务理念，认真履行供电

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为促进

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供好电、服好务。全年总

投资6284万元，完成22个县招商引资项目

电力设施建设，完成了110KV上蔡站和塔桥

站的增容改造工程，新建投运了35KV无量

寺变，开工了35KV东洪变，对4座35千伏变

电站主变进行容量调整，对城关11台10KV

存在安全隐患的开关智能化改造。配合全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建61个机井通电台

区项目和12条10KV中低压线路，对城区秦

相路、蔡侯路东段、蔡明路、重阳大道东段共

18.9千米的老旧线路和18台负载率高的配变

台区进行了升级改造，购置大容量配变117台，

完成对210台配变进行推磨调整工作，对3个

试点台区进行配变智能综合在线监控系统安装

调试，农村低电压台区治理848台，治理低电压

用户18089户，有效解决了低压配变台区过

载、容量不足等问题，为县域经济的稳步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电力支撑。 （刘杰）

上蔡县电业局：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获多项荣誉

正阳禁毒宣传走近留守老人

中原影像

□张超摄

看街景 赏花灯

3月6日至3月13日，全面进入“竞彩普及日”活动的竞彩足
球计划将开售36场比赛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单关固定奖玩法，
其中9场开售单场让球胜平负，27场开售单场胜平负，且开售范
围从澳超、日职等亚洲联赛到五大联赛，再到足总杯、欧冠和欧罗
巴联赛等相当受关注的杯赛，赛事丰富选择多，静候彩民来挑战。

亚洲赛事唱响白日大戏
从2015年初开始，以澳超为代表的亚洲联赛就进入了单

场固定奖的视野，由于和中国时差小，比赛时间占据下午的黄
金时段，对于广大彩民临场投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澳
超竞猜相当受彩民的欢迎。进入3月，另一大占据下午黄金档
的亚洲联赛——日职新赛季揭幕在即，竞彩足球同期跟进，立
即将日职列入了单固场次的开售计划。

本周期中，澳超单固场次多达7场，上周有中超俱乐部参
加的亚冠全部入选单固场次，而本周重磅归来的日职也将有4
场比赛被列入单固开售计划，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在白
天进行的联赛将陆续进入单固竞猜行列。

让球场次减少竞猜难度降低
随着竞彩单固开售范围日益扩大，参赛球队越来越不限

于传统强队，不让球场次增多是必然的趋势。让球胜平负单固

往往针对实力悬殊、胜负悬念不大的比赛，本周期开售的9场
让球胜平负单固也不例外，比赛全部来自五大联赛和欧冠，基
本都是老牌劲旅对阵档次差距较大的对手，其中皇马和拜仁的
比赛各有两场，而剩余多达27场开售单场胜平负玩法的比赛
则排除了让球干扰，彩民可以更单纯地分析比赛的胜负走势，
总体竞猜难度降低。

重头戏聚焦杯赛
本周末的联赛对阵乏善可陈，并无十分亮眼的强强对话，

那不勒斯VS国际米兰和马德里竞技VS巴伦西亚尚可一看，
但也并非广受瞩目的选择，倒是杯赛方面极为火爆。英格兰足
总杯历史上最成功的两支球队阿森纳和曼联将提前相遇，争夺
一张半决赛的门票，两队在足总杯冠军榜上同以11座并列榜
首，若本赛季最终夺冠，将压过对方独占鳌头。

另一边则是欧冠1/8淘汰赛的次回合。首回合几家欢乐
几家愁，除了卫冕冠军皇马客场2-0轻取沙尔克04晋级毫无
压力之外，其他3场首回合都战成平局，易地再战鹿死谁手尚
难预料，其中切尔西VS巴黎圣日耳曼的强强对话最引人注
目。穆里尼奥刚刚率领蓝军拿到联赛杯冠军，英超夺冠似乎也
只是时间问题，唯独欧冠大业仍是考验狂人的难题。

单固场次早知道
日职重磅归来 重头戏聚焦杯赛

3月4日，元宵佳节前夕，超级大乐透第15024期开奖。
尽管头奖失约，但奖池借此蓄水再度走高，达到11.1亿元，这
也是2015年大乐透奖池首次步入11亿关口。

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02、06、08、16、34”；后区“03、
04”。前区开出5个偶数奖号。除“2”字头号码集体缺席外，其
他各路均有奖号开出，其中，“0”路号码表现优异，共有02、06、
08三个号码突出重围。号码“06”连续两期现身，大有变身热
号的态势。目前前区最冷号码“21”已“躲避”27期未现身。前
区奖号大小比为1比4，小号明显占优。奇偶方面，偶数全开，
奇数号码“全军覆没”。

后区开出两连码“03、04”，与当期开奖日期3月4日不期
而遇。两个小号、一奇一偶，号码“03”重复上期奖号，号码

“04”近5期第二次开出。

当期二等奖开出26注，每注奖金27.37万元；其中8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6.42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
总奖金为43.79万元。三等奖开出430注，每注奖金为6492元；
其中125注采用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895元。追加后，
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1.03万元。

第15024期开奖后，大乐透奖池继续攀升，由10.75亿元
冲刺到11.10亿元，成就了2015年的首个11亿元战绩。据统
计，大乐透奖池首次触摸11亿元是在2014年11月10日开奖
的第14132期，当期奖池为11.03亿元。之后的3个多月内，大
乐透接连送出1.16亿元、2.67亿元和1.17亿元三个亿元巨
奖。纷至沓来的巨奖没能阻挡住奖池的快速回暖，羊年第四期
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就再度站上11亿元高位。

如此给力的大乐透奖池，定会让你羊年喜洋洋。 (陈星）

继续奔跑 超级大乐透奖池2015年首此突破“11亿元”

柘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