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寒

假开学以来，各地教育、交警部

门都在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安

全管理工作中下了不少功夫。

笔者认为，要想在校车和接送学

生车辆安全管理工作中真正抓

出成效，须要把牢“四关”，方可

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儿

童的出行安全。

把牢源头管理关。交警部

门要联合教育部门对集中接送

学生的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摸

底排查，对车辆的数量、所有人、

驾驶人、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

基本情况逐一排查、逐一核对、

逐一登记、逐一检验，确保排查

登记不漏一车、不漏一人。重点

排查驾驶人准驾资质、校车和接

送学生车辆安全性能状况，凡车

辆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要求的，

一律责令限期整改。

把牢隐患整改关。组织民

警对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周边

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交通

管理设施，以及校园周边事故多

发点段进行全方位排查，全面了

解各学校及周边的道路交通状

况、交通流量、安全隐患及道路

交通设施的安装情况，并对排查

出的各处隐患进行汇总。对城

区校车、接送学生车辆停靠点进

行详细检查，协调有关部门对停

靠点周边的交通秩序以及交通

设施、标志牌进行全面的完善，

保障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停靠

区域内交通秩序安全稳定。

把牢路面管控关。针对校

园周边道路学生流、车流密集，

交通违法行为突出，容易引发交

通事故的特点，交警应以“牵手

斑马线”爱心护学岗为依托，增

加早中晚高峰期上路执勤，特别

是重点加强校园周边路口执勤

力量，加大对超速超载行车、无

牌无证车辆和违法占道等交通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特别是

在学生离校和返校高峰期安排

警力定点定线巡逻检查。

把牢违法治理关。重点查

处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超员、无

证驾驶、酒后驾驶、涉牌涉证、拼

装和改装、安全防护措施不到

位，以及非机动车闯红灯、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对发现超员违法行为的，做

到一律卸客转运，违法行为不消

除不放行。对拼装和改装机动

车违法行为，一律扣留机动车并

责令当事人解体车辆或拆除车

辆非法装置。对接送学生非机

动车违法的，组织交通违法人参

与护学岗执勤。

基层呼声

□梁星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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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毋东霞

为主动亲农惠民点个赞

前不久，市里刚参加工作的

5名公务员主动请缨到博爱县偏

远的农村锻炼，衣食住行全由自

己和老乡们商谈，先交生活费和

住宿费，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

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看到他

们满脸灰土、农服不整、卷起裤

腿用力干活的样子，我震撼了。

这不是在作秀，这是实实在

在的农民子弟的样子。他们早

已想让自己融入这个大家庭里，

去体验艰辛的劳动、收获的喜

悦、挣钱的不易、花钱的不舍、挥

汗如雨的酣畅淋漓。只有这样，

才能激发自己强烈的为民服务

意识，在工作中，把群众当亲人，

时时刻刻、事事件件、始始终终、

表里如一地在群众来访、政策制

定、惠民措施、征地拆迁、城镇建

设等方面向群众倾斜、为群众着

想、从群众利益出发。

自从党的群众路线活动开

展以来，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

转，务实、亲民、廉洁成了干部追

求的目标，他们做了许多可圈可

点、激动人心的事情。但随着活

动效应的慢慢消失，不良作风有

所抬头，这归根结底是没有从灵

魂深入改进，只是被动地、不情

愿地、不自觉地连带改之。国家

只有常态化、长效化、以一贯之

地多加强刚性制度的设制、开展

多形式的亲民爱民活动、制定廉

政监督的强硬政策等多维度措

施，从制度层次遏制。党员干部

也要从个人成长角度，权衡利

弊，不要存在侥幸心里，切切实

实把作风打牢、为民坐实、廉洁

铁面，让自己成为群众满意、百

姓爱戴、内心纯洁的好干部。这

样，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

明、社会清淳就会常态化、长效

化、持久化。我们为这5名公务

员亲民行为点赞，同时也希望更

多的公务员参与其中，成为亲民

的导航、标杆、引擎。

立此存照

□康秀群摄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白正春李躬亿

社会百态

□李冰

4月3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就此事进

行了深入的采访调查。

据方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

娄纪锋介绍，2009年，方城县招商引资为县内

7个乡镇铺设了有线电视通信设备。其中杨

楼镇、小史店镇的群众就是方城县较早一批

看上数字电视的用户。这些设备的安装及后

期维护工作由河南定邦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

2015年2月18日（农历大年除夕）晚7时

许，杨楼镇、小史店镇的居民家家户户都围坐

在电视机前吃着热腾腾的饺子，等着看中央

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可就在春晚即将开

始前的十几分钟，这两个镇的电视突然信号

中断。情急之下的村民们，纷纷打电话到镇

有线电视广播站，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到县委县政府值班室，到南阳市市长热线。

当晚，在方城县文广新局值班的执法队

队长谷建峰，随即向上级汇报并带人下乡进

行线路排查，直到夜里10时许，在杨楼镇房山

村田庄的一根6米高的电线杆上发现电视光

缆主传输线断了。奇怪的是，电线杆上线路

复杂，除了电视光缆还有电话、网络等线路，

可唯独电视光缆断了。谷建峰觉得线路是人

为破坏导致电视信号中断，便随即报警。县

委书记褚清黎指示全力抢修，让群众尽早看

上中央台的节目。县文广新局局长贺志斌、

河南定邦通信公司总经理吴书刚组织技术人

员，在凛冽的寒风中经过6个多小时的夜战，

终于在凌晨1点前主传输线路才恢复正常。

大年初一上午，他们还相继发现，杨楼镇大刘

村的一处电视光缆支线、103省道与黄杨公路

交口的一处电视光缆主线也被人为剪断。贺

志斌和吴书刚又组织人员继续抢修，直到下

午5时许，才将线路全部接通。

“那么高的线杆，那么复杂的线路，能准

确剪断电视光缆的一定是个‘内行人’。”谷建

峰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时，杨楼派出所所长孙宏如正

在所里值班。接到报案后，他第一时间做出

反应，并布置立案侦查。经过走访分析，调看

监控，层层排查，最终将嫌疑人锁定在杨某身

上。3月11日，民警将作案后逃匿在外的杨

某从郑州抓捕归案。

经审问，杨某，男，37岁，舞阳县舞泉镇

人，曾任方城县杨楼镇有线电视广播站负责

人，熟悉光缆设施。杨某供认，因与河南定邦

通信公司存在经济纠纷，才在除夕下午带着

妻子、儿子从舞阳县开车来到方城县，先后爬

上6米高的电杆，将3处电视光缆剪断，以图

报复。

经方城县公安局法制办组织讨论，根据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以“破坏广播电视设

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向方城县检察院提请

对杨某批捕。村民们本以为违法的人可以得

到严厉惩治，可谁承想半月之后杨某就从拘

留所里无罪释放了。一时间流言四起，村民

们都说杨某“有门道”、“关系硬”，干了违法犯

罪的事也能无罪释放。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到方城县公安局了

解情况，该局局长职建告诉记者：“案件调查清

楚后，我们向县检察院提请批捕，检察院认为

嫌疑人尚不构成刑事犯罪，之后把案卷退回。

县公安局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只能对杨某实施行政拘留，最多不超过15日。”

随后，记者走访了方城县人民检察院。

该院侦监局局长丰雪飞告诉记者，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案件中

杨某破坏的电视光缆地处乡村，无法确定为

县级广播电视传输网，且线路无法使用只有

５个小时，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12小时以上，

其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丰雪飞对记者转达的

社会传闻回应得非常肯定：“检察院完全是出

于对法律的理解，做出构不成犯罪的结论。

绝对不存在什么‘门道’、‘关系’这类的问

题。”侦监局副局长李宏伟补充说，从目前的

证据看，该案虽然达不到刑事犯罪的构成要

件，但可以追究其民事责任，让杨某赔偿通信

公司的财产损失和受害群众的精神损失。

河南昊宏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浩认为，像

这起故意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案件，虽然在

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见，但也不是没有可参照

的案例。司法解释对广播电视传输网只分为

三级，即省级以上、设区的市、县级，再没有其

他级别。再说，正月初一抢修的两个地方，中

断信号已经超过20个小时。

据初步统计，当晚，因电视光缆被人为剪断

而无法收看春晚的用户为16550余户20余万

人，光缆修复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5万元。

面对众多百姓的质疑，面对法律解释的

不明确，如何让广大群众“有法可依”，让肆意

破坏者“违法必究”，让执法部门“执法必严”，

也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广播

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节选）

为依法惩治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犯罪活

动，维护广播电视设施运行安全，根据刑法有

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采取拆卸、毁坏设备，剪割缆线，

删除、修改、增加广播电视设备系统中存储、

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非法占用频率

等手段，破坏正在使用的广播电视设施，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以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造成县级、地市（设区的市）级广播

电视台中直接关系节目播出的设施无法使

用，信号无法播出的；

（三）造成省级以上广播电视传输网内的

设施无法使用，地市（设区的市）级广播电视

传输网内的设施无法使用三小时以上，县级

广播电视传输网内的设施无法使用十二小时

以上，信号无法传输的；

第八条 本解释所称广播电视台中直接关

系节目播出的设施、广播电视传输网内的设

施，参照国家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

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确定。

清明时节，细雨蒙蒙，在村

干部的引领下，笔者采访了天生

不吃肉食、从来没吃过药的105

岁女寿星——社旗县李店镇贺

岗村白岗自然村包学兰。

包学兰 16 岁与王善文结

婚。婚后，夫妻二人共生育一男

两女。从小就明白“退一步天高

地阔，让三分心平气和”哲理的

包学兰，在经历婆母早年离世、

儿媳妇中年而亡的磨难后，显得

更加坚强，更加勤劳，更加受人

尊重。如今对于已是四世同堂、

三个孩子及其家庭共有80口人

的包学兰来说，真是含辛茹苦、

饱经风霜……

谈起她长寿秘诀时，女寿星

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在饮

食上，她从小就喜欢吃一些诸如

菠菜之类淡甜的蔬菜，一旦闻见

腥味就感到恶心。在生活上，她

为人坦荡，心底宽阔，从不计较

个人恩怨。在经历一家三个精

神病（一个是兄弟媳妇、两个是

自己的亲侄女）经常恶言恶语攻

击、咒骂，甚至殴打，她从不生

气，只是微微一笑了之。在劳作

上，她从不偷懒，尤其是在儿媳

妇去世后，在纺花织布保证四个

孙子穿衣盖被外，还挤出晚上时

间参加扫盲班学习，经常对儿

女、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们

进行孝道、文化、廉政教育，使后

代个个大得益处。如今，女寿星

78岁的儿子王书林对老人更是

百依百顺的孝敬。老寿星喜欢

吃小笼包，王书林尽管不会骑

车，但总是风雨无阻地步行到四

公里外的街上去买。他大孙子

已是部队一位副师级军官，其他

家庭也都是和睦相处，对老的孝

敬有加，夫妻恩爱，弟兄、妯娌之

间和睦相处，对晚辈教育有方。

在2000年社旗县开展的计划生

育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中，有4

个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3个

媳妇被评为“好媳妇”。在爱好

上，自她进入王家门就喜欢用老

母鸡抱小鸡，有时一年能抱3大

窝，现在仍自己喂养十来只老母

鸡。

现在，女寿星每天早上吃一

个小笼包、两个荷包蛋、一碗稀

饭。尽管她满口没牙，但中午、

晚上仍喜欢吃油条、烙馍等面

食。别看她脚不大，走起路来从

不让人搀扶。她一生就没生过

大病，偶尔有受风感冒啥的，从

不吃任何药物，抗几天就好了。

无论是白天黑夜，她大小便完全

自理。

如今，女寿星仍是耳不聋、

眼不花，说话洪亮，戴上眼镜多

少还能认识几个字，以她自己的

话说：“我还能活105岁。”

清明前夕，又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

我带着妻儿回到家乡给爷爷奶奶添坟。在

去田野的路上，无意中发现路边几棵歪脖

子老榆树上不知何时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

肥硕的榆钱。看着树枝上那嫩绿的榆钱，

勾起我小时候吃榆钱的快乐，一股诱人的

榆钱清香顿时沁入肺腑，简直要让人馋得

流出口水。

在我的老家豫东平原，榆树是一种极为

常见的树木。它生命力极强，不管是沟边坎

下，还是河堤路边，随处栽种，都是照样生根

发芽，长出嫩嫩的枝叶和香甜的榆钱。家乡

有句农谚：二月清明早，榆钱吃个饱。每年清

明节前，在几场春雨的滋润下，一嘟噜一嘟

噜肥硕诱人的榆钱仿佛在一夜之间偷偷长

出。一串串、一枝枝、一树树在春风中摇曳

着，发出醉人的绿。这个时候，也是孩子们最

开心的时候，因为有榆钱吃。

每到这时，孩子们就会挎着竹篮，拿着铁

钩，奔跑着、欢呼着，成群结队来到村外的树

林中，“哧溜”几下就爬到高高的榆树上。找

一个合适的树杈，骑在上边，将竹篮挂在树枝

上。而后小心翼翼地伸手扳过一枝榆钱，用

手轻轻捋下，来不及放到竹篮内，就迫不及待

地塞进口中。狼吞虎咽地嚼上几口，那个香、

那个甜哪！简直无法形容。馋得在树下昂脸

张望的孩子跃跃欲试，乞求着齐声喊：“扔一

枝！扔一枝！”每每此时，树上的孩子就装着

没听见，自顾自吃个痛快。时间一长，树下的

孩子就急了，“谁不撂个榆钱爪，扑哒一声摔

死他。”听到这，树上的孩子便再也忍不住笑

起来，逗乐似地扔下几枝。于是，树下的孩子

们便哄抢起来，连叶带梢塞进嘴里。

等竹篮的榆钱装满后，我们就开心地拎

回家中，让奶奶做着吃。奶奶就将榆钱用清

水淘洗干净，在竹筐内晾干，再拌上白面，垫

起馏布子，盛在竹箅上放进锅内文火蒸。待

蒸熟后，刚刚掀开锅盖，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就

会扑鼻而来。而后，奶奶将蒸熟的榆钱倒入

干净的瓷盆内，将早已砸好的蒜泥拌进去，再

滴上几滴小磨香油，拌上一点葱花或者芫荽，

整个蒸榆钱的工序就算是完成了。顿时，热

腾腾黄澄澄的蒸榆钱就做成了。我和妹妹你

盛一盘，她挖一碗，就着馒头和稀饭吃，十分

的香甜。榆钱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做成

榆钱馍，将淘洗干净的榆钱与面揉在一起，放

在地锅内清蒸。

离乡多年，整日为工作和生计而奔波

忙碌，很少再回到家乡。慈祥的奶奶也早

已离开人世，再也吃不到她老人家亲手做

的榆钱饭和榆钱馍。好几次在梦中见到奶

奶，她都慈爱地看着我吃榆钱饭。梦醒后，

有种潸然泪下的感觉。想念奶奶，想念那

诱人的榆钱饭。

清明节，笔者回农

村老家扫墓途中，发现

一处塑料大棚旁边的

一个木杆子上挂着一面五星红旗。走不多远，

一个养殖大棚附近的铁杆上也升着一面国旗，

且旗面颜色发白，布条撕裂，凌空乱舞，极不雅

观。

我们知道，群众升挂国旗祝福的是祖国繁

荣昌盛，天下太平，图的是日子红火、吉祥如

意、幸福安康，无不透着爱国、爱家、爱他人的

浓浓之情。在国庆日、元旦、国际劳动节等节

日里，国家鼓励公民以家庭为单位升挂国旗。

可见，群众是有权利升挂国旗的。但是，有的

群众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不分时间，任性悬挂

国旗，违反了《国旗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国旗尊严。原因有二：一是塑料大棚、养殖大

棚，不是悬挂国旗的场所；二是不能升挂破损、

褪色的国旗。因此，在实施升挂国旗这种爱国

主义行为的同时，别“好心办坏事”，违了法还

全然不知。

新时代的农民，要有新时代的风貌，在建

好美丽家园的同时，应当有针对性地学习诸如

《国旗法》等一些法律、法规。另外，乡镇党委

政府和管区、包村干部，在正常下村工作的时

候，要旁及其他，对于发现的一些群众“不经

意”、“好心办坏事”的违法违规现象，应当及时

指出、制止并予以纠正。

除夕夜里剪光缆
到底有罪没有罪

方
城

国旗悬挂不可任性

建言献策

□钟长顺 余国清

管好校车要把牢“四关”

“两个不吃”的百岁女寿星
冷暖人生

□赵兰奇许记民

梦里榆钱香

对于每个中国家庭来说，除
夕之夜都是热热闹闹包饺子、团
团圆圆看春晚的重要时段。可
方城县杨楼镇、小史店镇的上万
户村民，在 2015 年 2 月 18 日
（农历大年除夕）的夜里，虽然吃
上了饺子，却未能看上中央电视
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没有能与国
人一起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新年
祝愿。原因是，通往这两个镇及
其村庄的有线电视光缆线遭到
人为破坏。日前，受害群众翘首
以待法律严惩破坏分子的愿望
落空，才纷纷致电新闻媒体，请
求舆论关注。

常言道人穷志不

短。而正阳县农民程某

身残，志也短。作为一

名盲人不走正道却实施盗窃，在盗窃时为抗

拒抓获将失主刺成轻伤，盗窃转化为抢劫。3

月27日，正阳县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程某有期

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元。

程某是正阳县兰青乡农民，6岁时双眼

失明，独自一人生活，政府每月补助100余

元，还有3亩地，加之平时捡些破烂挣点收

入。家庭虽然贫穷，但生活基本能够维

持。可程某认为，自己是个盲人，盗窃不会

引人怀疑，于是便开始实施盗窃。3月8日

凌晨，程某以找猫为名，偷偷钻进邻居李某

家中，摸到了李某的饮料盒。程某想：一个

饮料盒能卖2角钱，开始偷了4个饮料盒。

程某的举动将熟睡中的李某惊醒，下床去

抓小偷，程某用随身携带的铁片往李某身

上乱捅，将李某捅伤。后经法医鉴定，李

某面部、肢体、躯干部多处受伤，其伤情已

构成轻伤。

盲人偷盗转抢劫
致人轻伤判三年

闻者足戒

□王树恒

当下是农民春耕、备播、购买农资的当务之机，207国道邓州市境内（1727～1731公里处）的这段道路路况极差，给过往车辆、行人

和当地农民的出行造成诸多不便。4月6日上午，当地一位农民去邓州市构林镇卖玉米，行至此路段时，不幸翻车，玉米籽粒散落一

地。恳请党报关注此事，呼吁当地有关部门维修此路段。

邓州市：207国道路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