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在第一线，整天与群

众面对面打交道，官级不大，责任不小，大到

经济发展，小到家长里短，全得管。尽管待

遇不高，却管事不少，是群众公认的代言

人。村干部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力，踏踏实

实、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

事、谋福利，是每位村干部都必须做实做好

的功课。要想当一名群众信得过的称职村

干部不容易，需要付出很多心血和汗水。

村干部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不分

白天黑夜，只要群众有诉求，就得问，就得管，

就得解决。村干部在群众眼里就是“万能”，

什么都能摆平。因此有事找村干部成了群众

的习惯。村干部虽然官不上品，却被群众认

为是最有权力的人。村干部行使职权一定要

慎重，千万别任性，别摆谱，别以权谋私，要把

手中的权力当做为群众服务的平台，尽心尽

责，讲究实效，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坚决摒弃用权捞好处、得好处、

不给好处不办事的不正之风。不能随心所

欲，滥用权力，要经常扪心自问，自己的言行

举止有没有伤害到群众，因为村干部形象好

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好坏，村看村

户看户，群众就看村干部。

有个别村干部当选以前许猪许羊，一旦

当选，利用手中权力，刁难要挟群众，正常开

个介绍信，三趟五趟办不成，不给点好处见

不到人，最后引起众怒，换届选举，被群众和

党员抛弃。还有少数干部把低保政策当做

馈赠亲友的礼品，够条件的却评不上低保，

自己的亲属不够条件反而享受低保。群众

反映不当一回事，造成群众上访告状，结果

被免职查办，后悔晚矣！

要当个称职合格的村干部，就得经常参

加充电培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理论修养和政

策水平，学法用法，依法办事，时刻为群众着

想，把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不计名利，不图

报酬，就是为了兑现群众的信任，千方百计当

好政策法律宣传员，致富圆梦示范员，家长里

短调解员，和谐平安巡逻员，身体力行，率先垂

范，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群众

做的，自己带头不做，榜样的力量最有效，只要

村干部肯带头，农村各项工作不发愁。

村干部服务群众靠本领，村干部必须注

重学习，通过参加培训班、自学等形式，提升

致富能力和服务水平，牢记全心全意为群众

服务宗旨，用真心、动真情、下真劲，把服务

好群众当做最终目的，把调处民事纠纷当做

日常工作，把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当做创业

平台，全力以赴，真抓实干，一定会赢得群众

赞扬和拥护。

自古以来，人们都要在清明节

扫墓祭祖、踏青、折柳枝、放风筝等，

开展多种风俗活动。随着社会的变

迁，而今清明节已被局限于给祖坟

添土、烧纸放鞭炮，或立碑唱戏的单

调祭祖活动。更有甚者，一些人在

扫墓祭祖时的花样也在不断升级，

从原来的添土、烧纸，到现在的为先

人送去百万元、上亿元的阴曹地府

“发行”的冥币；从扎纸人、纸马、纸

轿、元宝、摇钱树、聚宝盆，到扎轿

车、别墅、电视机、司机、小姐等，应

有尽有。一火焚烧干净，浪费了钱

财物资，增加了碳排放量污染环境，

还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与现代文

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更有的是，

个别领导干部和一些阔起来的人，

在清明节圈地装修豪华坟墓，为先

人立纪念碑、建碑楼，琉璃瓦、彩瓷

砖交相辉映，唱大戏、烧纸放炮一闹

几天。既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又侵

占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哪里

是修坟祭祖，分明是比排场、摆阔

气，比权势、显富贵。是打着祭奠先

人的旗号，抖活人的威风。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过

清明，不能只局限于祭祖时沿袭落

后的风俗习惯、宣扬封建迷信，理

应伴着社会的科学发展与进步，赋

予更为丰富的生态环保讲文明树

新风的新内容，体现出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和谐。

过清明节，首先应提倡和实行

生态环保祭祖，弘扬厉行节俭的传

统美德，不搞封建迷信活动，少烧

纸钱，少放鞭炮，杜绝焚烧纸扎的

轿车、别墅等迷信品。倡导和实行

植树种草祭祖、鲜花祭祖、网上祭

祖等新风尚。还可以举行家庭祭

祖孝亲会，提倡文明节俭祭祖先、

厚爱孝敬老人，既能表达对先人的

追思缅怀，又能显现对在世老人的

尊敬孝道。其次，那些正在装修或

准备装修豪华坟墓的人，要在群众

面前带头树立健康向上的文明新

风，不给祖上建豪华坟墓，不立碑

盖碑楼，把这部分资金捐给公益事

业，你将赢得群众的称赞，是真正

的排场。

清明节是春天的节日。在实

行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祭祖的同

时，可尽情地踏青、野游，去品味自

然，欣赏春光，去感受大自然的静

谧与清新，去体验人与自然的亲切

与和谐。

清晨，当第一缕霞光染上枝头，我便悄

悄起床。给体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做好

早餐，胡乱扒拉口饭，之后就骑上自行车，匆

匆赶往5公里外的工作单位。

我是县殡仪馆的一名普通员工，因掌握

一手娴熟的遗体火化技术，人送雅号“首席

火化官”。我也是殡仪馆开馆后第一批火化

工人。我从没想过离开这里，因为我觉得自

己的岗位就在这里，尽管第一批的他们都离

开了这个岗位。

17岁时，我正读高二，父亲撒手人寰，尚

未成家的5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拉扯。我

不忍心看着母亲一人操劳，学习成绩优秀的

我，最终不得不忍痛离开校园。自此以后，

我蹬过三轮，帮朋友办过网吧，到南方私企

打过工，在农场当过工人……直到2002年

10月，我来到了殡仪馆。

开馆前夕，馆里派我与其他4名员工到

外地殡仪馆学习火化技能。天天看着冰冷

的尸体，起初，一连多天感到恶心、想吐，但

我不服输，一直与自己“较劲”。直到有一

天，我彻底理解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让生者得安慰，让逝者得安息。人活一世，

草活一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这

是一个完整的人生过程。殡葬行业责任重

大得很呢！”这是我的信条。

2008年初冬，县化肥厂一对50多岁的

夫妇，因一场意外事故双双罹难。来馆火化

时，儿女们哭得死去活来。当我去停尸间推

这对夫妇时，他们拽着推车，愣是不让挪动

一步。总以为遇事硬朗的我，此刻眼睛也湿

润了。我索性停下手推车，陪着他们一起掉

泪……送灵的儿女们不好意思了，在通往火

化车间的路上，他们自动闪开一条道，看着

我推着两位老人缓缓远行……

当火化工，我尽心尽责，无怨无悔，但社

会上的歧视有时也让我“很受伤”。妻子的

一位同事每次碰见我，总是说：“老王，你身

上有股味！”随之便捂着鼻子走开。后来，这

位同事的一位家人辞世，来到殡仪馆，想起

自己每次见到我的态度，不禁有些担心，我

却照样热诚相待：“放心吧，良心活儿，分内

的事儿。”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

要？”每每听到歌手赵传歌里的这句歌词，我

就会感慨万端，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当一辈

子火化工”的信念。所以，不管春夏秋冬，还

是风霜雪雨，我稳健的步履始终是执著的。

2014年，我被县民政局评为“民政工作先进

个人”。

我格外珍视这份荣誉。我想说：“我在

火化工的岗位上不仅找回了自己生命的尊

严，而且还为每一位逝者守护了生命最后的

尊严，我的人生照样壮美！”

机井是我省乃至全国粮食生产实现丰产稳产的有效水利资源，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但是由于重建轻管，重用轻

管，加上一些乡村干部和群众安全意识淡化，安全措施不到位，缺乏有效管理，很多机井都没有或缺少防护措施，造成儿童和老人坠

落井中，安全事故频发，机井变成了陷阱。农田机井一般深度都达30米以上，人一旦坠入一不容易发现，二不容易施救，给群众生命

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应当在机井旁设立警示牌，在井口加装井盖并上锁，由专人保管，使用时再打开，这样就可以避免类似事故发

生。图片上的这口无盖井，是3月29日作者摄于柘城县梁庄乡的麦田里。

晚上，和单位几个朋友在一起

小聚。结束时，我对服务员说，拿

几个食品袋，把剩下的饭菜打包。

朋友听后有点发愣，我说：“不明白

了吧，这也没什么不能理解的，这

是给单位看门的师傅带的。”说起

我养成打包的习惯，这还是半年前

受我的主管领导影响，是他让我懂

得如何节俭，如何帮助人。

那天，我和主管领导从郑州办

事回来，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就到

县城西关一个小饺子馆吃饭。临

近结束时，领导让服务员打包，要

把多出的一份饺子和剩余的饭菜

带回去。他跟我们说是给单位看

大门的师傅吃的，我们听后都很纳

闷。他看了看我们又接着说：“单

位看守大门的师傅挺可怜的，家中

养几个孩子却没有人愿意管他，他

工作特别敬业，让我很佩服，况且

浪费东西我看着也难受。”一席话

说得我们沉思了许久，就从那时

起，我也养成了吃饭打包的习惯。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都一直坚持

着，将剩余的饭菜拿到单位，带给

老师傅，不为别的，只为了不浪费，

为了让看守大门的师傅改善一下

生活。

每次看着老师傅接过我手中

的食品袋，感激地说“李主任，谢谢

你！”时我都难受得要掉泪，人与人

之间能有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

拥有的那一份爱心让人感动。东西

虽少，可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发自

内心的关心却是无价的、可贵的。

老家流传着“早清明，晚十月一”的风

俗，也就是说，清明节祭奠先人要赶在清明

节之前，而农历十月初一上坟则在十月初一

之后。一个周末早上，母亲提着一个布兜早

早来到我家，布兜里装着给爷爷奶奶上坟用

的黄纸、水果等祭品。早在一周前，母亲就

几次催促我回老家上坟，怎奈一直拖到周末

才得以成行。

我和母亲乘公交车赶往老家。一踏上

老家的土地，母亲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神情

立马喜悦起来，脚步也变得异常轻松。我

们走在麦地的田埂上，母亲兴奋地用手指

着附近的麦田，告诉我这块是张家的，那块

是李家的，唯恐常年在外的我忘记了老家

的一草一木。老家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就连村子周围的每块地都有其独有的名

字，而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鲜活的故

事。一路上，不时会遇到村中的故人，到处

是朴实熟悉的脸庞。听着母亲和乡亲们的

寒暄声，让我觉得久居城市的母亲似乎一

直都居住在这个村子里，好像只是昨天才

进城走了一趟亲戚。

终于，我和母亲站在了爷爷奶奶的坟

前。母亲从布兜里一样样掏出祭品，摆放在

坟前的石板上。微风吹拂，一派静谧。我和

母亲跪了下来，年届古稀的母亲接过我递过

去的打火机，一脸郑重地点燃了黄纸，风吹

散了她两鬓的白发，她的口中喃喃自语。当

母亲说“爹、娘，您孙子也来看您二老了”，一

行泪水滑过我的脸颊。末了，我和母亲在坟

前磕了三个头，起身搀扶起了母亲。按照老

家的习俗，清明节给先人上完坟要在坟头上

压一张纸，以示这个家族后继有人。我拿起

一张纸，正欲上去。母亲拦住我，执意要自

己上去。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只好由着她。

我扶着母亲艰难地爬上了乱草丛生的坟头，

母亲亲手将纸压在了上面，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好像完成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

上完坟，母亲指着不远处我家的地块

说，那块地咱家有十几年没有种了吧？我笑

着说，可不是嘛，您和俺爸进城已经十四五

年了。我知道母亲始终牵挂着老家的这些

土地，就像整日惦记着她的三个子女。母亲

突然话锋一转，指着爷爷奶奶坟西面说，将

来我和你爸老了，就埋在这儿。母亲说这话

的时候，脸上掠过一丝忧伤。我赶紧说，妈，

你说啥话呢，你和俺爸身体好好的，想那么

多干啥。母亲微微一笑，人不是自己说不走

就不走，百年之后都要有这一天。

我搀扶着母亲一直走到了通往村口的

大路上，我们扭过头再次朝爷爷奶奶的坟看

过去，默念着心中的哀思。这一刻，我突然

想起老家堂屋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常念

祖先之德，不忘父母之恩。

年龄相差30岁的两位同村村

民，只因一点点钱发生口角，继而棍

棒伺候、拳脚相加，导致年龄大的命

归黄泉，年龄小的因涉嫌故意伤害

罪，日前被社旗县检察院依法批捕。

2月15日上午11点左右，同

住在社旗县下洼镇井楼村的32岁

冯某和62岁范某以及其他十几个

人在一商店门口谈起风力发电公

司赔偿分钱的话题，冯某说：“这钱

应该给我分点。”范某也说：“这钱

也应该给我分点。”两人就此争执

起来。争执中，冯某开口骂了范

某，范某应声骂了冯某。就这样，

他们越骂越恼，越恼越骂，恼骂中

两人厮打起来，在场的人急忙把他

们拉开。岂料，两人都不示弱仍在

对骂，继而又厮打起来。厮打中，

范某顺手从柴草堆上拿起一根小

木棍打在冯某脖子上，手疾眼快的

冯某伸出左手抓着棍子，右手抓着

范某左肩膀，范某的左手也抓着冯

某的右肩膀。此时两人四只手都不

愿松开，只好用脚对着踹。因范某

个子比冯某低，只能踹着冯某两膝

盖，冯某一脚踢在范某肚子上，范某

随即后退几步歪倒在地上，冯某的

左手大拇指也由此受伤。看到这

种情景，在场的人把冯某劝回家，

帮范某家人把范某抬回去。随

后，范某的儿子报了警，并把范某

送进医院抢救。结果范某因抢救

无效于当夜11点左右死亡。接到

报警后，县公安局于次日将冯某

抓获归案。

每年的3月31日，是国家制定的学生

安全宣传日。这天全国各中小学都采取不

同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从而使

受教育者深知学生安全的重要性，这种宣

传方式的确让人称道。

但3月31日过后，安全宣传的热度悄

然降温，有的学校还“松绑”了安全日宣传

领导小组，导致宣传活动“当日有效”。笔

者认为，要想确保学生安全宣传扎实有效，

就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不能非等到每年的

“3·31”这天才去宣传。

抓学生安全是每所学校的长期的系统

工程，因为它是确保学生安全的生命线。

各学校平时要利用开会、路队、班会、谈话、

家访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开展安全

宣传教育，让学生安全走出校园，在社会形

成人人关心学生安全、保障学生安全的良

好氛围。

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网络诈骗花样

百出。梳理网络诈骗的类型，大致有以下

三类。

一是同城交友。不法分子通过专门工

具，从其他大型社交平台抓取用户照片和

昵称，然后在同城交友类APP匹配生成虚

拟用户。当受害人使用该款约会软件时，

虚拟用户开展自动识别，以同城异性的身

份发出热情招呼，受害人选择回复时，软件

强行对用户绑定的银行卡进行扣费，购买

包月或包年的私信或VIP服务。

二是网络招嫖。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发

布一夜情等色情信息，并留下联系方式，坐

等受害人主动联系。而后以缴纳各种服务

费、保证金、检查费为由，要求受害人向指

定账户转账汇款，诈骗成功后即失去联

系。受害人往往经受不住诱惑，最后落入

对方设下的陷阱。

三是邮包未取。由于不少人网购物快

递未及时到达，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发

信息或打电话称有包裹未领取，再假冒邮

局、警方工作人员等，以缴纳保证金、将资

金转移到安全账户等名义实施诈骗。

建言献策

□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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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农村版

有话直说

□盛德劭

立此存照

□张超摄

有权别任性 履职靠本领 过清明节，
要生态环保讲文明

竟有此事

□党松岭赵兰奇

同村两男为钱翻脸
一人归天一人被捕

当心网络新骗局
特别提醒

□贾玉仙李俊华

吃不了兜着走

冷暖人生

□王化远

愿天天都是
“学生安全日”

基层呼声

□邹晓峰

移风易俗

□李冰

社会百态

□梁永刚

陪母亲上坟

人们叫我“首席火化官”

莫让机井成陷阱

阳春四月，清明时节，春意盎然，春意浓

浓。当我们呼朋唤友漫步在农村乡间道路

上时，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那正在鼓着劲儿

茁壮成长的青青麦苗，会给我们带来倍加愉

快的心情。但是，在那处处高耸在田间，一

个挨一个、一片连一片的坟头，同时也会像

利剑一般刺入我们纯净的眼帘。

近年来，鼓励农村青年立足家乡创业、

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建功立业、吸引外

资企业下乡办厂等政府性新政策，已成为

服务农村留守人员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

进社会和谐和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

新亮点。

日前，一位朋友亲身经历了两件让他

无可奈何的事情：春节前，他的一位同学打

算投资50万元，与他合作建设60亩大棚葡

萄种植合作项目，但因看到筹划好的耕地

内处处是高耸的坟头而不利于大棚建设，

同学无奈地摇头而去；半个月前，一位朋友

打算和他合作建设占地20亩的养鸡场，还

是因为找不着没有一块坟头的地方建场，

仍然摇头而去。

事实表明，多年来，在县市级政府选择

的招商引资项目用地地皮上，搬迁一座坟墓

需数千元的补偿；而在农村，耕地内的坟头

如果搬迁起来，不但许多人不答应和不同

意，即使赔偿起来，代价也是昂贵的。

“农村殡葬形势看好，坟头年年不见减

少。对于在全国许多地方来说，这是铁一般

的事实。既然平坟复耕和公墓、陵园建设一

时得不到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在基层

农村建设存放骨灰的服务性祠堂等公益性

设施，群众是认可的。”一位农民说。

在近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以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建设，成为今后许多人扎根农村和努力

创业的方向。在当今许多村庄，耕地内刺眼

而处处高耸的坟头、死人和活人争地的不良

现象，已经挡住了农村创业前进的道路。长

此以往，不堪设想，希望引起各级党委、政府

领导和涉农单位的重视。

2013年2月11日，南召县皇

路店镇王庄村庙会，10岁的小城在

会上玩耍时，被11岁的小辉用玩

具气枪打伤右眼。事发后，小辉母

亲当即送小城就诊用药，医院诊断

为右眼红肿、眼外伤，建议到上级

医院诊断治疗。同月17日，小辉

父亲将小城送往南阳市眼科医院

检查，后被建议到郑州治疗。后小

城的母亲带着小城多次到省医院

治疗，随后回南阳多次进行门诊治

疗和住院治疗。小辉的父母仅在

最初支付过1300元费用。

2014年7月8日，司法鉴定小

城右眼损伤构成七级伤残。因赔

偿意见分歧，小城将小辉及其监护

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

通费、二次手术费、残疾赔偿金、精

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108620元。

南召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小辉

在玩耍中将原告右眼致伤，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于小辉

尚未成年，其民事责任应由法定代

理人承担。所以，小辉父母应当为

儿子的过错以及自身的过错承担

民事责任。2015年3月22日，法

院最终判决小辉父母赔偿小城

106965元。

田间高耸的坟头
阻挡创新的道路

三农观察

□李现理

孩子玩气枪伤人眼
父母赔偿十万余元

闻者足戒

□周勤张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