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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王水田

立此存照

□张超摄

警惕新司机成为“马路杀手” 村干部莫患“懒惰病”

基层呼声

□乔光

弯腰安装水泵时
小心手机掉井里

冷暖人生

□王支援侯国胜

在虞城县沙集乡大刘楼村，说起80岁

的老党员刘明存，村里男女老少没有不竖

大拇指的。因为他30多年来坚持为村里义

务修路、补路，把2公里的出村路修补得平

平整整。

刘明存曾任村干部多年，是一位有着

50年党龄的老党员。上了年纪后，他从村

委班子退下来，但他为村里服务的劲头没

有退。看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特别是唯

一的出村路一到雨雪天就泥坑遍布，基本

无法出行，他就打定主意，终生为村里义务

修路、护路。

刘明存说干就干。他自费买了扫帚、

架子车、铁锨等工具，第二天就上路了。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除农忙时节外，

刘明存几乎天天都要在路上干活，即使过

春节和中秋节都没有耽误过。

2008年，由于出村路修成了柏油路，

刘明存就主要养护和修补村内的路，活轻

了些，他就又主动担起了为大刘楼村小学

清理垃圾、打扫厕所的活。该校校长任秀

梅说，老人家为学校干活这么多年，没向学

校要过一分钱。

2010年，由于重车反复碾轧和大雨冲

刷，这条出村路上出现了许多大坑，最大的

坑都能把车轮子整个陷进去，存在着极大

的安全隐患。为了大刘楼村小学500多名

学生和村民出行安全、便利，老人不顾年老

体弱，决心修补好这条路。

刘明存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去修

路。为了备齐垫路的砖块和砂石料，他经

常往返四五里路去附近的窑厂或翻砂厂收

集废弃的煤渣、砖头和瓦片。他先把这些

砖头一堆一堆地卸在路边，再把这些砖块

一块块铺在坑洼处，夯实。孩子心疼他：你

这么大年纪了，路上过来过去的都是车，万

一撞着了你，怎么办？于是，他就趁早上、

晚上车辆少的时候垫路。很多时候，晚上

一直干到十来点，睡上几个小时，凌晨两点

又起床干活。

平整路面，边垫边补，他这一干，又坚持

了四五年。刘明存老伴去世快30年了，独

居的他腿脚不便，已经到了需要别人照顾的

地步，但他从不麻烦任何人。孩子给的零花

钱和自己的养老金他不舍得用在看病上，也

不舍得用在吃喝上，但他舍得花在修路上。

作为一个老党员，他说，焦裕禄战风沙

累死在兰考，自己和他比起来差很远很远，

自己只要活一天，就要向焦裕禄学习一

天。活一天，就要为村里修一天路，能站着

修，站着修，不能站着，爬着也要修。

八旬老党员 义务护路30年
私砍亲兄树木
仍会受到刑罚

闻者足戒

“非垂钓区”禁止垂钓

春暖花开，正是外出踏青的好时节，许多

市民郊游时喜欢采摘野菜回家食用。殊不知，

野菜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如果食用不当也容易

发生食物中毒。

野菜的“性”在于“野”，采摘时一定要有所

选择，有很多野菜含有一定的毒素或不利于身

体健康的物质，因此，人们在野外郊游时不要

采摘不认识的野菜，对于不清楚、来路不明的

野菜千万不要食用。在工业废水流经的草地、

公路两旁生长的野菜，因遭受废水、汽车尾气

等污染，导致其汞、铅等重金属含量及其他有

害物质含量高，不要采食。草坪或农田附近的

野菜，为防病虫害，经常喷洒农药，也不能食

用。因此，采摘野菜最好选择到开阔的郊外，

远离垃圾场和废弃的建筑工地。无识别经验

者，千万不要采摘。

此外，吃野菜也大有讲究，不同的野菜有

不同的食用方法。有些野菜适宜生食，例如

苦菜、婆婆丁等；有些野菜如荠菜、马齿苋宜

熟食；有些野菜有微毒，如山药菜等，煮之前，

务必在清水里浸泡2小时以上，才可减少毒

质。虽然野菜营养成分大多高于栽培蔬菜，

但野菜不能多吃，更不能代替蔬菜。因为野

菜含草酸等物质多，过多食用易影响钙的吸

收。大多数野菜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由于不

同的野菜药效不同，混吃可能因药效“相克”

产生不良反应，非但起不到滋补身体的功效，

反而有害身体健康。再者，易过敏体质的人，

吃野菜时应该特别慎重。

（吴德志）

食用野菜谨防中毒

经过去年的村级组织换届选

举，农村绝大多数村“两委”新老干

部均能够按照上级要求，团结一

致，履行好各自的职责，时常深入

田间地头和家庭院户，以体察乡

情、关注民意、分忧解难、服务发展

为主题，从而使当地“三农”工作在

短时间内有了一定的起色，颇受广

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但仍有少数村干部在实际工

作中还存在“懒惰病”，其主要症状

表现为“庸”、“懒”、“推”。

首先是“庸”。主要表现在工

作平庸，思想守旧，甘当“中游”，根

本没有工作争第一、当先进的观

念，平时见困难就缩、见问题就拖、

见矛盾就躲，不求工作出新，大错

不犯、误事不断。其次是“懒”。通

常表现在心懒、手懒、腿懒，作风疲

沓，纪律松弛，不要说主动到农民

群众中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连群众

反映上来的问题也是置若罔闻，往

往是推来推去、扯皮不断。其三是

“推”。少数村干部对上级布置的

工作不推不动，更不去创造性执

行，甚至满腹牢骚、埋三怨四，对于

工作纪律，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以上症状都是属于“懒惰病”的

特征，是当前村级干部作风建设和做

好农村工作的“路障”，必须通过一些

较为实用的“土单验方”予以“治疗”。

作为一名村干部，必须在勤于

学习、深入群众、严肃纪律等方面

下工夫，要彻底治疗“懒惰病”，应

从下面几个“方子”予以“治疗”：

一是勤于学习提素质。要适

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坚持在

学中干、干中炼，在勤奋工作中增

长才干，在履职尽责中锻炼党性，

在实践磨练中坚定信念。二是深

入群众办实事。要做到浮下身子、

放下身段、深入庭院、着力民生，对

村民做到心贴心交流，点对点服

务。三是严肃纪律堵源头。乡镇

机关要从源头上抓起，对违反党的

组织纪律的人和事，都要坚决追究

责任，不搞下不为例。

小时候，农村还不富裕，人们只有在春

节和重要节日时才会改善一下生活。儿时

的我，每当过完正月十五，心中便有一种念

想，翘首盼望着二月二的到来，因为这天，

母亲也会为我们改善生活，让我们吃上美

食。记得那时，平日赖在被窝千呼万唤不

出来的我，也变得勤快起来，早早起了床，

帮着母亲拉风箱，烧灶膛，目的就是为了吃

上美食。

在我们家乡，二月二这天早餐一般是

吃煎饼或春卷。春卷的做法非常简单，就

是把面和成块状，放到案板上，用擀面杖擀

平后，再将预先准备好的豆芽或韭菜做馅，

再用面将馅包裹起来揉成面团，然后再擀

成饼状，这时就可以放进锅里煎炸。印象

中，母亲总是在我们开吃前，再准备些芝麻

酱和蒜泥之类的调味品，吃起来真是味道

可口，别有一番风味。

除了春卷，小孩子最喜欢吃的还有炒

黄豆。因为那时农村孩子的零食是很少

的，瓜子、糖块之类基本上是吃不到的奢侈

品。所以，吃过早饭后，家家户户总要炒些

黄豆作为孩子们的零食。记得那时，吃过

早饭后，年少贪玩的我乖乖地待在厨房里，

等着吃母亲为我们炒的黄豆。

说起炒黄豆，工序虽不复杂，但却有许

多技巧和讲究。豆子要挑选粒大饱满状

的，提前放进盐水或糖水里浸泡一天左右，

然后从水中捞出放在筛子里控干水分。待

到炒黄豆时，烧火最为关键。记得有一次，

我因为急于吃炒豆，把灶膛里的火烧得旺

旺的，结果母亲炒出的黄豆外黑内生。后

来，每年二月二再炒黄豆时，母亲总是替

我把握火候。她先把准备好的黄豆放进

锅里，一边让我烧旺火，一边快速翻炒。

待黄豆有七八成熟时，她便嘱咐我把旺火

改为细火，而她翻炒的频律也更高了。母

亲说，火太急太旺，炒出的黄豆会外糊内

生，豆腥味十足；火过慢过细，炒出的黄豆

会外生内焦，糊味重。因为动作过于频

繁，每次炒黄豆时，母亲都是汗流满面。

听着黄豆在铁锅里“噼里啪啦”炸响，闻着

溢满厨房的豆香，坐在灶膛前烧火我常常

馋得口水直流。有时为了省时省劲，我们

家炒黄豆时不用水浸泡豆子，而是寻些干

净细碎的沙土，与黄豆掺在一起放进锅里

炒，待炒好后一同出锅，放进竹筛里过滤

出沙土。等炒好的黄豆完全凉下来后，我

便塞满衣兜，跑出去和小伙伴们满村子疯

玩去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家乡在

如今的小城里安了家，每年二月二这天，饮

食早已不再局限于春卷和炒黄豆了，而且

品种也丰富多彩，可总也找不到儿时吃春

卷和炒黄豆的感觉了。尤其是随着年龄增

长，越发怀念儿时的二月二，也越发怀念家

乡。

家乡二月二 美食难忘怀
社会百态

□张金平

当前，私家车已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

重要选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驾校培训考

取驾驶证。一些新手一拿到驾驶证，就迫

不及待驾车上路展示自己的“能力”。殊不

知，由于存在驾驶技术不太熟练、心理承受

能力差、交通安全意识相对淡薄，以及在恶

劣天气条件下行车难以适应等多方面的原

因，新手上路后容易酿成交通事故。因此，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新手上路成为“马

路杀手”。

强化安全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要通

过定期为新手驾驶员上交通安全教育课，

在各乡镇、社区等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建

立“交通安全宣传橱窗”，将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知识编写成通俗易懂、易记的顺口溜

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广大驾驶员，

尤其是新手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在加强

新手驾驶员心理素质和良好习惯的培养方

面，可以通过深入驾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对新手驾驶员易出现驾车上路时的

恐慌心理或盲目心理进行分析，引导他们

形成安全驾驶的心理定式，帮助他们有效

应对驾驶过程中各种复杂的交通情况。

加大驾校管理力度。加强对驾培行业

资格审查和建立驾培质量监督机制，提高

审批门槛，严控驾校数量，进一步规范驾驶

员培训行业。要求驾校和教练员在如何提

高学员实际操作能力，使学员在各种驾驶

环境中能够做到安全驾驶方面下工夫，而

不是一味地追求考试成功率。同时，把理

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操作学习细化、量化成

具体的指标，只有在学员达到指标后才能

报送其参加科目考试。

规范驾驶员考试管理。对驾校学员考

试组织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要严肃对待、立即整改，坚决杜绝考

试舞弊现象。每次考试都要派出考核人员

对考试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对考核不合格

或违纪考试人员及时进行调整。同时，设

置考试工作纪律高压线，明确违规考试发

证的法律责任，严格落实“驾驶人发生交通

死亡事故”对考试发证民警的责任倒查机

制。此外，还要设立并向社会公开监督举

报电话，确保驾驶员考试管理工作公开、透

明，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日前，安阳市高庄镇大官庄一

青年去地里浇灌小麦，在井口弯腰

安装水泵时，装在上衣兜里的手机

落入井内，这可是他刚花1900多

元购买的，着实让小伙子懊恼不

已，连声感叹，“一亩小麦的收入也

买不来掉进井里的手机，想打捞也

没办法。一时大意，后悔不已呀！”

无独有偶，近年来因安水泵把

手机掉进机井里的事件时有发生，

东小庄村一村民也是在安泵时手

机从口袋内滑进机井里，那位村民

说，手机不值几个钱，可用了好几

年，它就像一位忠实的秘书日夜陪

伴，一旦没了，心里真有点怅然若

失，尤其是手机里存的联系人的电

话号码最让他揪心。

建议去地里干农活的村民，尤

其是安装水泵时，千万别把手机装在

上衣口袋里。最安全的办法是把手

机放到一边，或者干脆就别拿手机。

如何保管好自己的手机，不妨

从以下几方面做起：建议男士最好

能给自己的手机配个外套，挂到腰

带上，既方便又不占地方，还不容

易丢失；女士们可以把手机放到自

己的手提包里，也可买个手机套戴

在手上，千万别装在外套口袋里容

易丢失；野外作业或高空作业最好

找一个安全妥当的地方把手机存

放起来。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方

法，只要能保证手机安全不丢失不

摔烂就行。

近年来，各种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屡见不鲜，不法分子或者冒

充公检法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诈

骗，或者发送虚假中奖信息诈

骗，或者以低价网购发送钓鱼网

站诈骗，或者直接冒充银行工作

人员进行诈骗。日前，正阳县的

张某就接到这样一个电话：“你

是张先生吗？我是税务局的。2

月20日你买了一辆丰田轿车，现

在国税要退3800元的税款给你，

你把银行账号告诉我们，我们把

钱给你打到卡里。”心动的他没

有一丝怀疑，自己是买了一辆新

车，他立即把自己的银行账号告

诉了对方，于是就按着对方在电

话里的指示在自动取款机上操

作，丝毫没反应过来他正在操作

的是转账业务，结果被骗了1万

多元。

无独有偶。前不久，王某收到

一条短信，称“你已经成为移动手机

的幸运儿，你的手机号码被抽中大

奖，将获得奖金20余万元，还有一

部最新款的ipad电脑”。看到手机

信息后，他按网站提供的领奖程序，

先交了4000元押金，对方要求必

须再交1600元的个人所得税，结

果王某损失了5600元，也没领到

20余万元奖金和ipad电脑。

当前，活跃在社会上的电信诈

骗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手段不断翻

新。总结骗子们“得手”的真正原

因，是一些市民“贪婪、侥幸、轻信、

犹豫、从众”的心态被利用。因此，

法官提醒您，请不要轻信那种来历

不明的电信、短信，不要轻易透露

自己的身份和银行卡信息，要增强

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防止上当受

骗。 （王树恒）

擅自砍了亲兄弟家的树是否

违法？这在以前对于郭一海而言

是个否定答案，可现在，他不仅知

道这是违法的行为，而且也因此付

出了代价，受到了教训。

郭一海与郭一洋系同胞兄

弟，两家在同一个村居住。在农

闲的时候，郭一洋和妻子都到外

地打工挣钱补贴家用。2013年年

底，郭一洋从外地回家过年，发现

自家自留山的栎树被人砍了不

少，连忙报警。后经侧面了解，他

才知道是自家的亲弟弟郭一海趁

他们在外打工期间砍了他家的

树，心里气愤不已。

后经审理查明，2013年冬，郭

一海在未办理任何林木采伐手续

的情况下，擅自将郭一洋位于该村

自留山的栎树砍伐种植木耳。另

查，郭一海用树段种植有木耳，树

段来源不能得到印证。

此案经桐柏县法院审理认为，

郭一海违反森林法规，以营利为目

的，秘密采伐他人林木，数量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依法应

予惩处。法院遂依法判处郭一海

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冀晓莉何纯刚）

电信诈骗花样翻新
不贪不信避免上当

柘城县容湖湿地公园，是明朝嘉靖年间黄河决口冲灌而形成的自然湖泊，面积1.76平方公里。容湖不仅面积大，保存完好，而

且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自古风光秀丽，拥有丰富的植被和水鸟，是柘城县城市景观的一大资源。容湖建设有主题公园、景观旅游、

时尚休闲、民俗文化、精品商务、生态居住六大功能区；建有府前广场、水幕电影、音乐喷泉、观鱼木栈道、观湖石桥和高达40米的容

湖宝塔。同时，该景区还为钓鱼爱好者设有垂钓区。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些人却非要在“非垂钓区”钓鱼，这让管理者大为苦恼。

“这一段时间

投递员每天给俺送

报纸，俺天天都有

报纸看了，俺不但能知道很多国家大事，还能

在家解解闷。这多亏了农发行员工王向灵想

得周到啊！”这几天，家住沈丘县槐店镇刘楼村

的张新富老人逢人就唠叨这件事，话语间充满

了自豪和感激之情。

张新富老人今年71岁，老伴于2013年9

月病逝，儿子、儿媳、孙子都在郑州。除了节假

日和年关，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留守”，生

活显得有些孤寂。

今年2月，由河南日报农村版和中原三农

网联合举办的以“中国梦·法治情”为主题的文

学作品征文活动评选圆满揭晓，沈丘县农发行

员工王向灵采写的《一位农民的法治情结》在

众多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奖品

为赠阅2015年全年《河南日报农村版》报纸1

份。对于王向灵来说，因为单位和个人都订有

《河南日报农村版》等各种报纸杂志，他并不缺

少读报的机会，于是，王向灵就想到了同村的

张新富老人。王向灵心想，张新富老人一个人

生活孤寂无聊，还有读书看报的喜好，于是就

和投递员商定，把这份奖品直接赠送给了张新

富。

近期，部分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利用

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

码证”等，宣传他们已在人民银行登记备案的

虚假宣传的现象，误导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

应引起重视。

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利用人民银行进

行虚假宣传现象，主要类型有两种：一是直接

在宣传资料中印制人民银行颁发“开户许可

证”、“机构信用代码证”进行虚假宣传，强调其

设立经过人民银行核准登记备案或由人民银

行跟踪监测监督等；二是通过电视、互联网等

渠道或公众咨询时虚假宣传其经人民银行批

准成立或已进行备案。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

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等证书，仅是从开户

结算或信用角度编制的用于识别机构身份的

代码标识，并不具备核准或备案登记功能，虚

假宣传由人民银行核准或等级备案、接受人

民银行监督的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并未向

人民银行登记备案。

部分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利用人民银

行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知情

权，可能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通过宣传资

料利用人民银行推销中介服务的行为，向消

费者提供与其服务实际不符的虚假信息，侵

害了消费者对其服务的知情权。因缺乏专业

常识，普通客户和消费者因为对民间借贷中

介服务机构宣传在认知上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因而在融资时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提供

的信息容易产生误解误判，导致上当受骗，使

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带来经济损失。

（何虹王胜武）

王向灵

奖品“奖”给留守老人
凡人善举

□赵素平段汝霖

特别提醒

民间借贷中介机构
虚假宣传误导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