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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张会丽

特别提醒

□刘剑飞

竟有此事

□牛凌云

凡人善举

□易馨

基层呼声

□李兴可

闻者足戒

社会百态

□王树恒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

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今年党

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家庭建设问题的生动论述，既亲切

温暖又发人深省。

清正廉洁的家风，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

是至关重要的。质朴的家风、家规，使孩子

们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这对孩子的成长，

乃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在这方面，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重视

家庭，管好家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周恩来同志进城后亲自制定包括不谋私利、

不搞特殊化的十条家规，几十年如一日，坚

守不舍。焦裕禄同志不准孩子“看白戏”，把

票款如数送给戏院，又建议县委做出“十不

准”的规定，至今传为佳话。家风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领导干部的人格与作风，还影响到

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领导干部不仅仅要管好自己，更要管

住、管好身边人、老婆、孩子；如果对身边人、

老婆、孩子要求不严，甚至放任放纵，他们就

会背着你干不该干的事，谋不正之风，甚至

用你的“权”去谋私、捞好处。据统计，中纪

委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

有40%与其家庭成员有关。由此可见，领导

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也不是家庭私

事，而是干部作风的表现。

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

家风正，则党风正。只有保持家风的健康，

才能保证党风处于优良状态。家风不正则

政风难平，很多贪官腐败分子的堕落起点，

正是始于家风这道“防火墙”失去效力，有一

个欲望难以满足的家庭。他们对家人胡作

非为、违法乱纪行为听之任之，家风恶化，自

身作风也难免走向腐化。

家风不正的人，不可能一心为公。在许

多官员的腐败之路上，不难发现其家人包括

妻女、兄弟等人的身影；有很多落马官员协

同妻子、亲人受贿贪污；还有些党员干部出

于侥幸心理，一旦出问题，就把责任推到家

属身上。家风连着党风，家风的好坏与党风

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廉

洁治家、从严治家是廉洁从政的重要环节，

绝对不可小视。

好家风滋养好作风。家风是滋养干部作

风的土壤，好的家风才能养成好的作风。每

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认识到自己的家风不是小

事，不是家庭私事，而是干部作风的重要体

现，带头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家风，带动

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

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具

有引领作用的领导干部的家庭，更是这样。

4 月 21 日 上

午，灵宝市公安局

宣传科民警接到来

自吉林省长春市的电话：“太感谢你们了！

我终于和我的老班长联系上了。”

原来，4月19日，民警收到1000公里

外的一位老兵发给“平安灵宝”的微信：“我

是吉林省人，曾经在长春市大屯镇某部队

服役，1996年12月入伍，我的班长是河南

灵宝人，叫刘XX，1995年入伍。我非常怀

念我的老班长，真切希望你们能帮我找找

他。我叫王法玉，电话是XXXXXXXX。”

一位战士想寻找20年前的老班长，但时隔

已久，当年的刘XX退伍后是否回到灵

宝？户籍是否在本地？无论如何，也要想

办法找到啊。民警立即通过灵宝市公安局

户籍科查询，发现名字、年龄相符的共有两

位。

民警立即拨通了两位刘XX留在户籍

登记表上的联系电话，但一位关机，一位是

忙音，联系不上。为了尽快找到刘XX，民

警一方面通知辖区派出所查找，另一方面

多次拨打电话。

21日上午10时，民警终于拨通了其中

一位的电话。而他，正是当年在长春市当

兵的刘XX！听到民警说明情况，刘XX高

兴极了：“王法玉啊，当年我班里的兵，印象

很深。”

半个小时后，王法玉给民警打来了电

话：“我已经和老班长通话了。当年参军入

伍，他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很想念他。这

几年，我也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可始终没有

结果。通过微信寻找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

招，没想到，我多年的心愿，这么快你们就

帮我实现了。”

双休日，我骑上电动车回了一趟老家。一

路上，青蛙不知疲倦的啼叫声充盈耳畔。麦

浪滚滚，一望无垠。回到村里，看见一串串洁

白的槐花缀满枝头，淡淡素雅的清香在空气

中弥漫。日月更迭，又到了槐花飘香时节。

眼前的情景又让我回到采摘槐花的童年……

我出生在豫南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

槐树是比较常见的。每年谷雨前后，正是槐

花盛开的时节，粉白色的槐花挂满枝头，微

风吹来，槐花散发出淡淡的芳香，使人心旷

神怡。每到这时，家乡简直成了槐花的海

洋。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去摘那宝

塔似的成串的花瓣，我们是不吃那花瓣的，

只吃那花的心儿，将一粒放在口中咀嚼，会

感到丝丝的甜意，咀嚼后口中除了有甜甜的

感觉，还有一种清新，我认为那效果比吃“绿

箭”更真实自然，更有韵致。

槐花饭是家乡人饭桌上的一道时令饭

菜。槐花饭好看好吃，色香味形俱全，制作

起来也不麻烦。将槐花捋下，洗净，待水分

沥净，切点青葱，加少许肉丁，撒些干面粉，

添了油盐等调料，拌匀，上笼屉蒸不到10分

钟，掀开笼盖，槐花的清香扑面而来。伴着

槐花特有的清香，让我直吃得肚圆饭饱。若

是什么调料也不放，只用少许的面粉拌了，

蒸熟，也好吃。咬一口，槐花原汁原味的香

先溢了满嘴。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摘槐花最有趣了。

每到槐花盛开时，母亲就拿出长长的竹竿，

在竹竿的尽头绑把镰刀，我仰头望着槐树，

看哪个枝头的花最为繁茂，花絮开得最为茂

盛，让母亲快些钩下来。母亲就笑着把缀满

串串槐花的树枝削下来。哥哥姐姐把槐花

摘下，放在篮子里。我便抓起一枝放在鼻下

嗅了又嗅，时不时拿起一串系在耳朵上当耳

环。我也时常爬到树上，采摘槐花，花树繁

盛，不消几下子就满兜满怀了。我却并不急

着下来，待在树上远眺俯视，安然祥和。放

学的孩子们会爬上树端摘一支当作玩偶一

般，边走边放在鼻下闻，偶尔摘一把花絮和

朋友们打起花仗来。一路散落的槐花，一路

银铃般的笑声在上学的路上回荡。

在这个槐花飘香的季节，村里人几乎家

家户户都在忙碌着，把房前屋后的槐花树低

垂的枝给削下来，家里的篮子里盛满槐花。

槐花的花期不长，花开久了，花的芳香就会

散失，花也会老掉。在这个花开的季节，把

吃不完的槐花蒸晒起来，花期过后还能吃上

晒干的槐花来。夏季的炎热中，在田间劳作

的人们回到家，做起捞面条，槐花用开水浸

泡一下，打上鸡蛋，热油爆炒，黄黄的鸡蛋拌

着槐花吃起来有着别番滋味。人们说槐花

凉血解暑，吃了槐花饭能够缓解疲劳，劳动

起来更有力气呢。

“快，上来，准备，开船

了。”说着，只见摆渡人两手抓

住一条绿色塑料绳子，一用

力，船便离开了南岸，稳稳地

向河北岸驶去（图②）。这是

日前笔者在位于淮滨县栏杆

办事处东北的洪河岸边上所

见的一幕。

这个渡口河面宽约70多

米，一条手指头粗的绳子足有

100多米长，一头拴在河南边

（河南省王湾村）的一根木桩

上，一头拴在河北面（安徽省

洪河桥镇）洪河大堤下的一棵

大树上，一艘小船顺绳而上，

一会儿河南，一会儿河北（图

③）。这就是王湾村渡口。

摆渡人名叫王振军，王湾

村人，今年62岁。3年前一位

摆渡人不慎摔伤，无法再继续

摆渡。可两岸群众不可一日

无渡。面对此情，13岁就曾摆

过船的王振军毛遂自荐，接替

了这个渡口，摆起了渡船（图

①）。

这个一河跨两省的渡口，

每天来来往往的大都是住在

洪河两岸大堤和不远处的村

民，虽属豫皖两省的村民，但

大多都系乡里乡亲。平日里

不是你赶河南，就是他去安

徽，对于摆渡人来说，每天早

晨7时许就要上船，夜晚10点

才能停渡，一年四季，无论刮

风下雨，都要日复一日地坚持

着。

这个渡口安全情况怎么

样？王振军介绍说：“这些年，

海事部门时常来检查，要求我

一定做好渡口安全工作。这

不，前段时间我刚配了几件救

生衣，就放在船舱里。”

近段以来，笔者发现一些县

级城市的垃圾越来越多，殃及四邻

农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给附近村

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农

民对此意见很大。

城市里的垃圾是如何流入

附近农村里的呢？渠道大体

有四：

一是漂。城市里的人将一些

用过的垃圾随意丢进河水里，经

过市区内的河水携带着垃圾漂进

农村的小河小沟里，污染了水源，

给抗旱浇地带来了不便，还污染

了良田沃土。二是吹。由于市内

人员密集，乱扔乱丢垃圾现象严

重，加上环卫工人打扫清运不及

时，大风一吹，就一路顺风地刮到

城外附近农村的街道上、田地里

和农户的家门口。三是倒。由于

县级城市环卫资金匮乏，招聘的

环卫工人较少，清扫区域较大，在

清运垃圾时为了省劲少跑路，不

把垃圾运到垃圾处理场，而是就

近倒在城外的路沟和地头边上，

一遇到大风天，垃圾四处飘散，污

染农村环境。四是扔。由于县级

城市对垃圾管理措施相对落后于

大中城市，一些城市里的小商小贩

向农村市场推销商品时，将一些塑

料袋、包装盒和包装纸随地乱扔，

再加上一些南来北往收废品的人

将有用的东西取走后，将一些无价

值的废品抛扔到路沟和地头上，污

染环境和良田。

城市垃圾殃及附近乡村的现

象看似小事，实则大事。它直接

关系着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环

境，决不可小视，必须站在治理环

境污染和关注“三农”的高度去认

识，去对待。县级党委和政府必

须认真解决，采取有力措施，调动

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加大治污力

度，把城市垃圾处理好，决不能让

城市垃圾下乡，殃及农村，让我们

的农民兄弟心生不满，身受污染。

某人在微信朋

友圈上传了自己摔

伤的照片，没想到

几分钟之内竟有几位朋友在微信上点赞，

这让此人心中很不是滋味。

能进入朋友圈的人大多数是自己熟悉

的朋友。随着微信等社交平台的普及，很

多人加入了微信，在微信朋友圈为朋友点

赞，也是对朋友的一种鼓励。可是有些时

候，朋友之间是不能随便点赞的。诸如前

文那样，有人受伤，将受伤照片上传微信朋

友圈，是希望能得到朋友的安慰，获取关

心，可是一些人却对此大加点赞，这就让受

伤的朋友更加受伤，也加剧着人与人之间

的隔膜。胡乱点赞轻则让人哭笑不得，尴

尬不已，重则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不仅

影响朋友间的感情，还是对别人的二次伤

害。

究其原因，一些人每当看到微信上有

信息提示，不看内容，就下意识地进行点

赞，不管这些信息是喜悦的还是悲伤的，不

分青红皂白，一律点赞，这种点赞结果却适

得其反。其次，一些人对朋友发布的信息

内容不甚了解，就先点赞，本想表达对朋友

的赞扬和支持，结果却造成“误赞”。这难

免会影响朋友之间的情义，也是对处在悲

伤中朋友的二次伤害。

朋友圈是一个联系情感，交流沟通的

平台，能进入朋友圈的都是朋友，如果不了

解朋友状况，切记指下留情，千万别胡乱点

赞，别让点赞伤了友情，毁了友谊。

婚礼上燃放爆竹本是烘托喜

庆气氛的，但鞭炮不长眼睛，崩伤

了司仪的眼睛，新郎也要跟着承

担责任。3月24日，开封市鼓楼

区法院依法审结这起生命权、健

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一审判令新

郎刘志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司

仪赵强承担20%的责任。

2014年11月，刘志婚前通过

其联系的婚礼摄像师找赵强为其

婚礼担任司仪。同年12月1日上

午，赵强在陪同刘志迎娶新娘过

程中，被鞭炮崩住左眼。因眼里

疼痛，赵强在中午婚礼敬酒时离

开，刘志付给赵强司仪费用800

元。赵强因左眼外伤于当天住进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治疗，共花去

医疗费2434.24元。因双方就此

事产生纠纷，赵强诉至法院要求

刘志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营养费等共计5176.24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

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赵强在为

刘志主持婚礼过程中，被鞭炮崩

伤左眼，刘志应对赵强的损害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赵强也未

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赵强自身

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据此，法

院判令刘志赔偿赵强医疗费、误

工 费 等 各 项 费 用 的 80% 即

4004.99元。

此案告诫人们，在办喜事庆

祝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人身安

全。等到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后

果时，后悔已晚。

（刘洋 王晓影）

“放鸽子”顾名思义，就是把

鸽子放飞的动作。现在流行的说

法：“放鸽子”就是爽约，比如甲方

约了乙方，而乙方失约，则甲方被

“放鸽子”，乙方放了甲方的鸽

子。现在这个词主流的意思是说

不遵守诺言，带有欺骗的含义。

而王某、李某夫妻二人为诈骗他

人钱财，竟以表兄妹相称放起了

鸽子。日前，正阳县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王、李夫妇有期徒刑各1

年，并处罚金5000元。

王某、李某是四川省大邑县

农民，平时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婚后日子过得捉襟见肘。2014

年12月，二人合谋，以表兄妹相

称，“放鸽子”骗钱，即王某把妻子

李某介绍给别人做媳妇，骗到钱

后再想办法跑出来。随后，夫妻

二人就来到正阳县，找到了原在

广州打工认识的正阳县农民雷

某。王某让雷某为其“表妹”找个

婆家，不知其中有诈的雷某便把

李某介绍给了本村农民张某做妻

子。张某见李某身材苗条，举止

大方，便“一见钟情”。于是张某

给李某1.8万元的彩礼，王某又向

张某索要了2000元的介绍费，亲

事就定下来了。娶媳妇心切的张

某付完2万元钱后，李某便和张某

步入了“洞房”。“婚后”第三天，李

某给张某说，其父病重，要求张某

拿1万元给父亲治病。此时的张

某开始对李某起了疑心，暗自监

视李某的行动。李某想再骗1万

元钱就开溜，结果没骗到，于是便

趁张某及其家人不备开溜。张某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李某当即被

捉拿归案。

（王树恒）一是不要怕群

众。群众路线是基层

工作的生命线，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老百姓是讲道理的，即使一

时不理解、不配合也不要紧，言辞激烈些也

不可怕。只要我们能从群众的长远利益出

发，耐心解释、以理服人，让群众自己去辨明

是非，就会最终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不要怕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

的，躲不过去，怕也没用。只要认真细致地

搞好调查研究，公道正派地处理问题，矛盾

就不愁解决。相反，如果遇到矛盾就回避，

或者和稀泥捂盖子，则不仅无助于矛盾的

解决，还会使矛盾越积越深，把小事拖大，

大事拖炸，一发而不可收拾。

三是不要怕坏人。在群众对我们的工

作不理解的时候，个别坏人可能会得势于

一时，但终究邪不压正，只要紧紧依靠广大

群众，牢牢把握法律武器，谣言就没有市

场，坏人就无所遁形。在处置违法行为时，

还应善于把握时机，掌握方式方法，在取得

大多数群众理解之前，不应轻易使用法律

手段，避免因处置不当而激化矛盾。

世上竟然有禽兽不如的人，

朋友好酒好菜招待，喝醉后朋友

又好意留宿，然而竟做出强奸朋

友妻子的不伦之事。4月13日，

唐河县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刘贵成

有期徒刑3年6个月。

2014年10月的一天，唐河县

湖阳镇马洼村村民刘贵成骑摩托

车在湖阳镇赶集回家的路上，碰

到了朋友马某。好久不见面的马

某十分热情地邀请刘贵成到家喝

几杯。马某到家后，很快就做好

了6个精致的下酒菜和刘贵成喝

起酒来，两人喝到下午4点，喝了

快两瓶白酒，当时都晕了。马某

考虑到酒后驾驶容易出事故，就

劝阻刘贵成睡一会，等待酒醒了

再走。马某和刘贵成就在马某家

的大门过道内睡觉。

夜里11点多，酒醒过来的刘

贵成看到马某妻子房间里亮着

灯光，而马某睡得仍然很熟。刘

贵成了解马某的妻子精神有点

不正常，但长得很标致，顿时起

了歹意，偷偷溜进马某妻子的房

间，强行和马某的妻子发生了性

关系。此时，醒来的马某看到刘

贵成慌慌张张地从妻子房间出

来，遂追问妻子，妻子向他哭诉

了事情的经过，马某遂到公安机

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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