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尉氏县洧川镇通过个人自查、单位

评议、民主监督等方式，广泛开展乡村干部

“回头看”活动，以此检查基层干部在年前公

开承诺兑现的工作完成情况，为进一步搞好

今后的工作，提高乡村干部为民服务质量起

到了促进作用。

今年以来，为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成果，各地积极组织乡村干部深入基

层察乡情、听民意、解民忧等，并定期广泛开

展工作“回头看”活动，认真查找工作中的不

足，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均已取得了较为明显

的效果。

但就目前情况看，仍有少数乡村还没有

对“回头看”引起足够的重视，工作平平，缺少

起色，农民很有意见，这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和

和谐稳定极为不利。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乡村干部开展

“回头看”，起于看，归于行，其中“看”本身不

是目的，发现问题才是关键，看就要随时随地

倾听群众声音，看出真问题，发现新症结，从

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以便把

工作做得更具体、更到位。

总的来说，开展阶段工作“回头看”活动，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有效

整合乡村干部管理工作要素,以“倒逼”机制,

“逼”乡村干部尽快提升履职尽责意识、提高

履职尽责能力、强化履职尽责义务；二是可以

及时解决乡村干部中存在的“庸、散、懒、慢、

拖”等问题,以便更好地使其为乡村发展服

务、为群众服务,和谐干群关系,增进干群鱼

水之情做出新成绩；三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机制,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行为,

从体制、制度、机制和管理上逐步铲除滋生腐

败的土壤和条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乡村干部开展“回

头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是要做到“四看”，即看工作实绩与承

诺事项是否相符；看工作实绩与承诺事项完

成时限是否相符；看工作实绩与群众满意是

否相符；看工作实绩与工作能力是否相符。

二是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试金石”，要

针对群众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所写的民情日

记，建立完善民情工作台账，督促问题尽快落

实，并做好跟踪回访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

效。

三是依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深入农

村、农户、企业，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做

好政策宣传，引导群众理性看待当前工作，化

解基层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同时，还要通过“回头看”来深化农村改

革完善制度，强化制度对作风的约束和监督，

彻底解决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到“大

门敞开、态度热情，但事情依然难办”等问题，

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设良好氛围。

4月28日，滑县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慈周寨镇毛

白社村西南地，村民毛改善怀抱一捆大葱，满面愁容叹息

道：“这150亩大葱，我要捐献出去，不要钱了！”（上图）

毛改善去年从山东章丘引进优质大葱，在自己流转的

150亩大田里种下了露地大葱。经过前期的精心管理，大

葱亩产在5000公斤以上，总产量75万公斤。让他意想不

到的是，大葱价格每公斤却从往年的2元多跌至四五毛钱，

甚至两毛钱一斤也卖不动。市场行情千变万化，丰收的大

葱没有给毛改善带来增收的喜悦，严峻的现实让毛改善几

乎失去信心，他不忍心看自己的辛苦白费，现在只想把大葱

捐赠出去，送给那些需要的慈善机构，以及日需量大的机

关、部队、学校食堂。

毛改善电话：13460900189

在沈丘县的城市和乡村，活跃着一支老年乐队，他们演奏宣传城

镇绿化、文明建设、尊老敬老等剧目，深受群众的一致好评。图为老年

乐队在调试乐器，准备演奏。

建言献策

□王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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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农村版

有话直说

□王向灵凡人善举

□闫占廷

闻者足戒

社会百态

□于晓玲

立此存照

□毕兴世摄

这声“老弟”喊得好李家俊：

八旬老人写村史

上坟祭祀踩麦苗
致人轻伤被判刑

特别提醒

□李志杰

中原影像

□王向灵摄

历时整整3年，几经修改和补充，宁陵

八旬老人李家俊写成了近3万字的《苗堂村

史》，其爱家爱乡之情令人感动。

86岁的李家俊家住苗堂村，隶属于宁

陵县程楼乡。他须发皆白，有些耳背，健康

欠佳。但他克服了一切困难，从2012年春

开始起稿，又四处奔走调查采访，现在终

于完稿。在《苗堂村史》前言里，他提到了

写村史的初衷。文中说，苗堂村历史悠

久，是县南比较有名的文化村，有许多值

得后人纪念的事迹。他除亲自见证外，还

有听祖辈人口传的。但近些年来，一代代

老人过世，年轻人只顾为生活奔波，“所以

我想在有生之年尽我所能，写成材料留给

后人。”

李家俊还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

人。在村史写作过程中，他的史料来源有

四个方面：一是听祖辈人的传说；二是根

据部分遗迹；三是凭特殊的地理形势；四

是按照某些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还特意

找到宁陵县志办咨询请教，得到该办领导

热情接待，并提供了有关史料。八十多岁

的他亲自多方查证，为写这部村史付出很

大的心血。

《苗堂村史》中还用很多章节介绍了村

名的由来、苗堂庙的建设过程及废弃原因，

等等，还注重宣传好人好事，弘扬村风民

风。通读该村史，就能对庙堂村的整个历

史发展过程一目了然，最难能可贵的是，村

史中对正能量的弘扬，对后人传承优良家

风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耄耋之年，为什么还要坚持写村史?

李家俊满含深情地说：“家乡是根，不管人

走到哪，都不能忘了根、忘了本。”

近来，经常有消费者向消协

反映，有公司租用商务酒店作为

活动场地，打着厂家开展宣传活

动免费赠送产品的幌子骗取消费

者信任，非法敛财。消协特别提

醒消费者，警惕落入一些公司打

着厂家开展宣传活动免费赠送产

品的陷阱。

此类欺骗手段主要特点

有：短期租用商务酒店举办活

动且不登记任何信息，使受害

者被骗后无从追溯；在工商部

门检查中，活动举办方出示外

地营业执照、批准文件等相关

材料，给查处带来困难；以送产

品并返还押金的形式骗取消费

者信任，而后由小到大不断增

加押金额度；宣传活动多为短

期，当受害者发现被骗，活动已

经结束，人去楼空。

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各种形

式“免费赠送产品”的行为，特别

要警惕落入“先交押金，送产品再

返押金”的陷阱。

一乡镇党委书记到一农民

家走访，聊得兴起时，这位农民

紧握着书记的手，兴奋地喊道：

“谢谢老弟！”

话音刚落，这位农民顿时觉

得如此称呼有些不妥，人家是书

记，全镇4万多人的头儿呢，自己

是一个普通农民，怎么能跟人家

书记平起平坐，喊人“老弟”呢？

于是连忙改口道：“谢谢书记!”

“怎么改口了？不要喊我书记，

就喊老弟！”此时的书记好像也

兴奋起来了。

“老弟”与“书记”虽然都是

一种称呼，但内涵却大相径庭。

喊你“书记”虽说是尊称，表面上

看，似乎对你很尊重，其实说明

老百姓对领导还有一些敬畏心

理，与你在感情上、心理上还有

一段距离，是从嘴里喊出来的，

有可能不是发自内心；而喊你

“老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说

明老百姓没有把你当外人，是发

自内心的、亲切的称呼，说明老

百姓把你当成了亲人和朋友。

两字之差，却反映出一名党

员干部与老百姓的关系是否密

切、和谐与融洽；也反映出一名

干部是不是当官为民、心系百

姓；你的所作所为是否被老百姓

认可。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只有俯

下身子，深入到群众中去，踏踏

实实地为老百姓谋福利，为他们

分忧解难，做他们的知心人，群

众才有可能不把你当外人，心才

能和你紧贴在一起，才会发自内

心地喊你一声“老弟”。

但愿“老弟”声声入耳，期盼

越来越多的“老弟”走进老百姓

心里。

连日来，夏邑胡桥乡朱窑村

村民朱帅峰苦难的家庭通过微信

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掀起了爱心

捐款热潮。目前，通过汇款、转

账、支付宝等形式收到捐款7.6万

元。

去年，朱帅峰的父亲因脑梗

而丧失劳动能力，朱帅峰两个月

大的儿子患有脑瘫，现在还在夏

邑县第二人民医院做理疗，他的

弟弟患有低钾病。今年1月，正

在外地打工的朱帅峰，感觉身体

不适，就回到家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被确诊为肾衰竭，治疗需要

高昂的医疗费，本就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陷入绝境。一个大

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一个柔

弱女子、朱帅峰的妻子李月琴身

上。

当医生了解这一情况后，将

朱帅峰一家不幸的消息发到微

信上。很快，通过微信上好心人

的大量转载，引起了网民广泛关

注。

朱帅峰住院的夏邑县第二人

民医院发起了献爱心募捐活动，

全院的职工、患者，社会上的爱心

人士将爱心捐款放进了捐款箱，

共捐款34280元。在商丘一家建

筑公司工作的郭皓匆匆来到募捐

现场送上了5000元。

还有一位捐款的男子说：

“早上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微信

上看到我们夏邑县第二人民医

院给一个家庭困难的患者捐款，

女儿不在夏邑，特别委托我来替

她捐400元钱。”当追问他叫什

么名字时，他说在县城做板材生

意，只是尽了自己的一点力，说

完就走了。

父亲是个农民，耕、犁、耙、种等农活样

样都会干，可对于牛，他却是个外行。

我十多岁时，有一年，特别想放牛。想

象着在秋天的下午，蓝天白云，绿树成荫，芳

草鲜美，自己和小伙伴各自悠闲地放着自己

家的牛，牛在草地上吃草，我们可以摘野花，

摸小虾，何等惬意。于是我给父亲大谈养牛

的好处。父亲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有一

天，真的从集会上买回了一头牛，后面还跟

着一头小牛犊。

但那是怎样一头牛呀。瘦骨嶙峋，老迈

不堪，一双无神的大眼迷茫而无助。小牛犊

也像发育不良似的，矮矮的个头，黄色的毛

打着旋涡，无精打采地跟在老牛身后。母亲

一看到牛，就嚷道：“瞅瞅你会买东西吗？这

是哪家扔不了的卖给了你这不识货的？”父

亲带着讨好的笑，对母亲说：“不是还有一头

小牛么？听行家说，牛肚子里又有犊了，有

三四个月了呢！”母亲不满地看了看老牛，没

有再说什么。

庄稼人喂牛，当然不是养着看的，是要

让它到田地里干活的。拉犁、种地、拉粮

食，这些活让老牛很是力不从心。它常常

喘着粗气，无神的眼睛里充满了疲惫。更

可笑的是，老牛肚子里的牛犊也杳无音信，

最终也没有产出来。小牛倒是慢慢长大了

一些，只是它的身子明显偏短，身上的毛仍

然带着旋儿，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头优秀的

牛。

终于，那头老牛被父亲拉到集会上卖掉

了，价格大概和买的时候基本扯平。就这

样，家里只剩下一头小牛了，它还没有干过

农活，没有上过牛套。看着小牛整天游荡，

我不无忧虑地对父亲说：“不使唤它，它什么

时候才能学会干农活呢？得锻炼锻炼它。”

并撺掇着父亲让小牛去拉车土试试，父亲答

应了。

我们家有一辆新做的架子车，父亲把小

牛牵到车把中间，小牛惊慌地躲避着，父亲

强给它戴上牛套，小牛才勉强服帖了。不过

那样子看起来就像小孩子穿了大人的衣裳

一样，怎么看怎么滑稽。

我和父亲一起赶着牛来到地里，我拉

着牛缰绳，父亲朝车上装土。刚装了没有

几铁锨，小牛拉着车就跑，我一把没有拉

住，小牛带着车跑向旁边的沟里去了。架

子车的车把断了一根，小牛也前腿弯曲，别

在车把中间不能动弹。父亲跑过来，把牛

牵出来，又费了好大劲才把架子车弄出了

沟。

我有些惭愧。父亲却没有责怪我，只是

把断了的车把对好，用钻打了眼，再用一根

粗钢筋固定住，架子车才又能用了。

小牛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

了。只知道那头小牛之后，我们家再没有喂

过牛，可父亲的宽容和慈爱却永远保留在了

记忆里。

祭祀上坟是我国的传统，无可非议。

但在祭祀亲人上坟时，踩踏他人麦苗，并

殴打麦地主人，最终导致他人轻伤的行为

就不可取了。经正阳县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4月26日，正阳县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依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

年。

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正阳县永

兴乡大王庄农民王某弟兄三人携带烟火、

鞭炮等祭祀物品，来到本村李某家麦地里

给父亲扫墓上坟。摆放祭品后，点燃奠祭

纸张，后又挖父老坟旁边的土添坟，挖掉了

李某家一片麦苗。与此同时，王某等人来

回走在李某的麦田里，又踩踏了李某的麦

苗，引发李某的不满。于是李某便与王某

兄弟三人发生争执，继而进行厮打。王某

用铁锹将李某右胳膊打伤，李某住进医院，

后经鉴定李某右胳膊骨折，损伤程度已构

成轻伤。王某到案后积极赔偿受害人李某

的各项经济损失，取得李某的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鉴于王某到案后能够主动交代犯罪事

实，积极赔偿损失，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王树恒）

村民郝亮在放火烧山时，由于风大未

能及时控制火势，以致引燃了附近周富贵

的养鸡场，造成损失。4月28日，罗山县

法院依法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案，判决郝亮赔偿周富贵经济损失10.5万

元。

2014年3月9日下午，罗山县一村村

民郝亮在周富贵养鸡场附近燃烧可燃物，

由于未能及时控制火势，引燃养鸡场的鸡

舍及室内物品，造成火灾。同年3月20日，

罗山县公安消防大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

书，认定火灾起火原因为郝亮点燃养鸡场

东侧野生植物后，未能及时控制火势，以致

引燃养鸡场的鸡舍及室内物品等可点燃物

蔓延成灾。同年4月18日，周富贵委托罗

山县价格认证中心对其相关损失进行了认

证。罗山县价格认证中心接受委托后，经

过现场勘察并结合周富贵提供的损失清

单，于2014年5月27日，对周富贵被烧毁

的养鸡场鸡舍及室内养鸡用的设施进行了

认证，认证价格为10.5万元。 （孔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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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毛改善种植的山东章丘大葱，丰收的大葱并没有给他

带来增收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