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5 日。临颍县南街村热带植

物园，青竹园内的大部分竹子上都被

一些不文明游客刻字，或见证爱情，或

纪念友情，或到此一游留念，弄得竹子伤痕累累、有碍观瞻，以

致园方挂出了“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的提示牌。

该园区的数百棵竹子上，都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甚至一

些仅小手指粗细的竹子也没能幸免。一棵拳头粗的竹子上，

“××爱××”、“××到此一游”、“×××发财”之类的刻字，把

许多竹子的表皮都刻掉了，因此而受伤枯死的竹子也不在少数。

游客刻字留念 青竹遍体鳞伤

建言献策

□王水田

乡镇干部“走读”利小弊多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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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

闻者足戒

□党松岭魏赟

竟有此事

□乔光

为防玉米被偷盗
农民频频出鲜招

当前，一些农

民为了防范路边玉

米被偷盗，煞费苦

心，想出了一个个鲜招：有专门悬挂警示牌

的，有在玉米棒子上挂农药瓶的，有专门派

人看管的。

在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庄镇一

些村庄，马路两边玉米地旁，就有警示牌上

写着：“有药”、“有毒”、“玉米地里有人”等

字样，有的还把农药瓶挂在玉米棒上，为显

示真有毒，还配有农药和针管，告诉行人千

万别动，否则毒你不商量。

尽管想了不少鲜招，效果却不尽如

人意，路边玉米棒被盗掰现象依然严

重，有的已经被掰的只剩下空玉米秆

了。“极个别村民放着自己的玉米不去

掰，偏偏要毁坏别人的劳动成果，偷掰

路边的玉米棒尝鲜，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位老农愤愤不平，“都是农民，你自己

也种着玉米，为啥要偷掰别人的，利己

思想太厉害。”

一位中年男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偷掰玉米大都是在天黑以后，打工者

下班途中，顺手牵羊掰的，让人防不胜

防。换位思考，偷掰玉米者，你作何感

想？挂了个牌子和农药瓶，也是做做样

子，不会真下毒，为几个玉米棒子，闹出

人命不值得，可又没啥好法，想想就着

急。”

偷掰了几个玉米棒子，虽然够不上犯

罪，但是让人很无奈，很闹心，很生气。为

此，村委会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核心价

值观教育，告诫人们别做损人利己的事，别

让自己的良心受谴责。奉劝偷盗玉米者，

快快收手吧，真因为掰个玉米中毒受伤，岂

不是得不偿失。

小心“无效退款”骗局

有话直说

□李志辉李会民

舆论监督效果好
公示内容已更新

舆情反馈

□崔红玉

劫持人质讨要欠款
涉嫌两罪五人被捕

人大代表牵线
农民减轻负担

农家故事

□徐培杨炳菊

特别提醒

□邢娜

近年，宜阳县樊村镇15个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内道路洁净平整，夜晚路灯通

明，文化健身广场环境优美，超

市、饭店、综合医疗服务站等设

施齐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杨村村民经常在亲戚朋友面前

夸口说：“啥时候去俺村看看

呗！”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杨村的村民之所以敢让亲

戚朋友经常去村里看看，是因

为他们有敢让人看的“资本”，

有让人骄傲的地方。如果村里

房屋破旧、道路泥泞，村民在亲

戚朋友面前说话底气就不足，

更不会邀请他们经常到村里去

看看。可见，一个村的领导班

子过硬，经济收入领先，村容村

貌优雅，就会让村民精气神十

足，说话也“硬气”。而群众的

精气神，就来自于村干部扎实

有效的行动。

有了获得感，群众才捧

场。村干部要赢得群众的支

持，就必须多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要让群众先得到实惠，让

群众有获得感。如果村干部不

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总让

群众吃亏，得不到大多数人的

认可，群众就不会捧你的场。

有了自豪感，办事才顺

畅。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行

动、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比什

么都有效。有些村的群众工作

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村干部

办事没魄力、没能力，让群众看

不到希望、见不到效果、得不到

实惠。让群众有自豪感，必须

要有大变化、新变化，要有大动

作、新突破。只有让群众明白

村干部是在为大家办好事、谋

福利，干部办事才会顺畅。有

了群众的支持，村委班子的理

想、规划才能得以实施。

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

自豪感，需要实实在在的行

动。当前，我省正在开展派驻

优秀党员干部任村（社区）党组

织“第一书记”工作，其目的就

是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自

豪感。这就需要我们的“第一

书记”紧紧依靠当地的村干部

和群众，接地气、卖实力、出良

策、见效益。

只有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自豪感，生活得更有尊严、

更加自豪，美丽乡村建设才能得

到更多人的拥护，奔向小康之路

的步伐才能更加铿锵有力。

连日来，南

召县太山庙乡横

山村农民奔走相

告：张东成给咱们联系到机器，摘花生不用

作难了。

这还得从头说起。花生是太山庙乡的

主要经济作物，今年全乡播种面积达6万

多亩，因科学管理，花生喜获丰收。以往当

地农民收摘花生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把

花生秧从土里薅出来，农民在地里或者拉

回家把花生果从秧上一颗一颗摘下来，劳

动效率低，人受累。另一种方法是把花生

秧拉回家垛起来，农闲时再把花生果从半

干或全干的花生秧上摔打下来，这种方法

易误商机和造成浪费。

横山村计生协会会长、乡人大代表张

东成也是种植花生大户。去年他采用第二

种方法收花生，浪费了不少。他一直在寻

求减少浪费、减轻劳动负担的办法。今年7

月，他听说邻县有一种大型花生脱粒机，他

就专程跑去考察、联系。经协商，张东成负

责解决场地和用电问题，加工户给横山村

农民免费脱粒，花生秧加工户带走作饲

料。一宣传，皆大欢喜。8月底，张东成引

进了两台花生脱粒机，结果是场上花生秧

堆积如山，拉着花生秧来脱粒的三轮车、拖

拉机络绎不绝。农民过去需要很多天解决

的问题，在这里最多几个小时就解决了。

目前，太山庙乡已有6台脱粒机在昼

夜不停地工作着。

8月 28日，本报《乡情民

意》版以“辉县市信访局：公示

栏还是老面孔”为题，对辉县市

信访局未及时更新公示栏内容

问题进行了图文报道。笔者于

报道刊发当天上午到信访局查

看，发现原公示内容随即被拆

下。9月2日上午，笔者再次来

到辉县市信访局门口，欣喜地

看到，原公示栏内容已全部更

新。对辉县市信访局重视舆论

监督作出的积极反应，群众都

比较满意。

社会百态

□梁永刚

凡人善举

□赵素平刘贵州

乡村不见放牛郎

基层呼声

□张超

在童年的记忆中，村里各家各户都养牛，

牛是庄户人家的忠实伙伴。暑假的日子里，农

家娃整日与牛为伴，放牛，成为农家娃一项特

殊的暑假作业。一根小小的牛绳，连接着诸多

美好的乡村记忆，跳荡着农家娃一夏天的快乐

时光。

小时候，老家放牛的地点在离村子三里远

的白龟山水库河滩上。由于防汛需要，每年六

七月份，水库水位都会降到最低。水一退下

去，便裸露出一大片肥沃的滩涂地，成为孕育

各种草类的温床。河滩上的草因水而生，也因

水而衰，一岁一枯荣，绵延着生命的坚忍和不

息。那些在黑暗水域里浸泡了一年的草根早

就急不可耐了，渴盼着重见天日的这一刻，随

着一场激情夏雨的振臂高呼，那些群情激昂的

草便挤挤扛扛争先恐后从湿润的泥土里探出

头来，三五天的工夫，便铺展成密密匝匝、青翠

欲滴的一地葱绿。这一方得天独厚的草场和

牧场，是大自然赐予牛羊们的一份厚礼，也是

我童年的乐园和天堂。

吃过午饭，大人们找个阴凉的地方铺张草

席睡下了，我和玩伴们没有午睡习惯，举着长

长的竹竿四下跑着粘知了，排遣着火辣辣的闷

热，等待着放牛的村人从门前经过。村里人去

河滩上放牛都是在约定的时间成群结队前往

的，极少有人提前单独行动。当清脆的牛铃声

在门前的小路上响起，好似一道行军的号令，

惊扰了村人的鼾声，也让寂静的村庄喧闹起

来。我跑回家扔下竹竿，和大人打个招呼，便

着急慌忙地从树上解开牛绳，牵着自家的牛加

入到放牛的队列中。或许是牛急于到达那片

水草丰美的河滩吧，牵着牛走不了多远，牛的

步子便明显加快了。我快走几步，把牛绳往牛

脖子上一缠，任它在牛群里一路领先地跑。牛

在前，人在后，穿过村庄，越过田野，翻过一道

土坡，一片辽阔苍茫的水域呈现在了眼前。蓝

天白云下是一望无垠的草场，微风拂过送来了

青草香，刺激着牛的鼻孔，也让一路小跑的放

牛娃们喘了一口气。

此时此刻，附近几个村庄的牛群沿着熟稔

的田埂，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空气中到处

弥漫着牛嘴里呼出的气息，夹杂着水面上氤氲

的腥香，在阳光下升腾成浓郁的乡村味道。偌

大一片草场，每个村庄的牛群各有自己的领

地，心照不宣，互不侵犯。牛与牛之间的默契，

在相安无事和其乐融融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

现。不用指引，无须扬鞭，那些温顺的牛一到

河滩，自会前往，啃完一点，挪动一处，极少跑

到很远的地方。

美好的记忆总是短暂的，如今，老家的村

子里都是机械耕种，再也没有人养牛了，放牛

的日子已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记忆，一种挥之

不去的乡愁。

8月16日

中午12时许，

沈丘县东城办

事处李安庄村71岁的村民李传才，在收破

烂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在路边捡到一块

木板，上面写着：此处水深，禁止游泳。老

人认得这是一块“警示牌”，肯定是哪个顽

皮的孩子顺手扔在那里的。李传才寻思

着，并把它随手撂到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上，

骑车往家赶。

“不行，这当儿万一谁家孩子去游泳了

呢？稍有疏忽就会惹出大祸，我必须尽快把它

插到原处。”李传才想到这，连忙调转了车头。

可是，这块“警示牌”原来插在哪儿

呢？李传才顺着村外的几条沟渠，从李安

庄到郑庄，再从郑庄跑到于庄，往返10多

公里最后终于在于庄村外的一条沟渠处找

到了这块“警示牌”的“失踪地”。

就这样，李传才忙活了好一阵子，把

“警示牌”重新固定好后，才深深地松了一

口气。

李传才

捡到“警示牌”
找到“失踪地”

自“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以来，大部分

的乡镇干部都能从修身、律己、用权、谋事、创

业、做人等方面，深入查摆剖析本身存在“不严

不实”问题的具体表现及其根源，并纷纷在深化

“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成果上做出表率。

在实际查摆过程中，大多数乡镇干部都能

进行“自我曝光”，并随即整改，如一些干部把自

己的“走读”现象变为“常住”机关，时刻牢记沉

下心来干事，放下架子为民，争相进村入组到

户，访民情、解民忧、办实事。

所谓“走读”现象，就是指一些家住城里或

村里的乡镇干部，不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很少

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而是经常往家里“跑”。

乡镇干部“走读”现象，产生的后果是弊

大于利，如既“走”疏了干群关系,又“走”低了工

作效率,还“走”差了干部形象，如不彻底杜绝这

种现象，就会“走”失民心，对开展纷繁的农村工

作带来诸多“副作用”。

简要分析乡镇干部“走读”所造成的影响，

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不能体察乡情民意。有的乡镇干部

只是在领导点名时见个面、点名后不露面，往往

是“充分”利用电话进行“遥控指挥”，既不能及

时履行职责，又对乡镇情况和群众诉求不清楚，

无形中与群众产生了隔阂，使工作难度加大，麻

烦增多，不利于社会稳定。

其次是难以处理突发事件。由于一些干部

经常住在家里，当地如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棘

手问题时，就很难在第一时间内迅速赶往现场，

为以后开展工作留下诸多隐患。

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杜绝乡镇干部的“走

读”现象呢？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三点：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要着眼于巩固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努力增强乡镇干

部的服务意识，让他们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

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

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切实提高做好新形

势下群众工作的实际本领。

二是强化制度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建立

一种切实可行而又能持之以恒的长效制度，真

正以制度来规范和约束干部的言行，合理安排

乡镇干部晚上在乡镇住宿的时间，并建立起“夜

学、夜议、夜谈、夜访”制度，有计划地组织乡镇

干部开展民情分析和解决疑难问题。

三是规范干部行为。要加强对镇干部监督

和管理，严格干部考核，严肃组织纪律，促使乡

镇干部行为规范，不仅将乡镇干部的“走读”情

况与年度考核、评先评优挂钩，还要把乡镇领导

干部“走读”情况，作为规范干部从政行为、强化

廉洁自律的一项内容。

前几日，家里停电，打开收

音机想听听健康养生节目，没

想到这档节目讲的全是什么性

啊，而且非常露骨，“尺度”很

大。

现在打开电视机，各种各

样的“健康讲座”随时可见，还

有一些“健康讲座”，打着医疗

咨询服务、免费诊疗的旗号，到

偏僻的乡村推销药品、保健品，

骗人钱财。据知情人介绍，这

些所谓的“专家”多少有些医学

常识，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把他们的产品硬往医学理论上

靠，把一些普通药品说成了功

效强大的“奇药”，把保健食品

吹成了能治百病的“神药”，经

过各卫视台的反复播出，使患

者对此深信不疑。

这类“健康讲座”，内容虚

假或是广告法规禁止发布，违

反了《药品管理法》、《医疗广告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严重损

害了群众利益，有关执法部门

应予以干预和治理。既要加强

对“健康讲座”的专家进行资格

审查，还要对讲座内容进行严

格把关，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形

成合力，加大打击力度，形成高

压态势，露头就打，不给乱讲座

骗人钱财者机会。

因股权转让债务怀疑是他

人在幕后作梗的中年男子，在

多次向被怀疑人索要欠款无果

情况下，竟然纠集多人，用暴力

手段将被怀疑人车辆玻璃砸

烂，后将其劫持实施拘禁长达

20多个小时。日前，中年男子

等5人被社旗县检察院以涉嫌

非法拘禁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依法批捕。

中年男子马某，系郑州市

中原区人。2011年3月，马某

以80%股份成立了社旗县来发

生物质能气化发电有限公司，

后于2013年7月以1500万元

价格，将股份转让给陈某的河

南星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兰

某的河南凯特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并约定由陈某、兰某分别支

付马某转让费800万元和700

万元。当时，陈某把800万元全

部支付给马某，兰某却只支付

400万元，还欠马某300万元。

因为这300万元，马某于2014

年将兰某起诉到法院，并胜诉，

但未执行。由此，马某一直怀疑

陈某是兰某的幕后老板，就多次

不择手段找陈某讨债要钱。

6月30日，马某得知陈某

在社旗开会，就出资纠集多人，

驾驶3辆车，在通往高速通道

的三岔口等候。下午两点半，

看见陈某乘坐的路虎揽胜车过

来，三辆车一齐横停在路中间，

强逼陈某停车。马某见陈某不

肯，就吩咐三个帮凶手持棍棒

一拥而上，把陈某路虎车玻璃

全部砸得稀巴烂。接着，把陈

某扯到一辆金杯车上，疯狂地

朝南阳方向奔去。马某把陈某

带到宛城区潦河镇一个空院

里。陈某不仅受到严看重管，

而且还受到马某的拳脚“伺

候”。就这样，陈某被逼无奈，

写下把路虎车抵押给马某的字

条。社旗警方接到报案后，于7

月1日下午6点左右，成功救出

受害人陈某，并当场抓获马某

等5人。

今年以来，商丘市消费者协会受理的产品

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投诉比较突出，尤其是

近期出现减肥“无效退款”的广告为最。受理此

类投诉也成为当前棘手的一个新问题。

众所周知，每一个商家都想把自己的商品

多销一点，多赚一些。于是一些人便挖空心思，

使出浑身解数在广告内容上大做文章，浑水摸

鱼，于是许多“掺水分”的广告便纷至沓来。这

些夸大其词、似是而非的广告，使一些消费者误

入歧途，蒙受损失。为此，消协特提醒消费者，

当你决定掏钱消费又担心“无效退款”的承诺不

能兑现时，应在付款之前与对方签订一份有关

协议，防止在消费过程中被蒙骗，花冤枉钱。一

旦发生争议，也可凭协议诉讼到有关部门，以讨

回公道，免遭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谁来管一管“健康讲座”

南街村热带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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