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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干部应助力
“三秋”
生产

赵友好

捐资修路受称赞
凡人善举
□孔洁 朱芫青

产的事情给办好。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

建言献策
□王水田

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对汝南

起：

和物资等多种办法，积极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在
“三秋”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一是传授农技，确保秋粮丰收秋种科学。

三是变废为宝，使秸秆综合利用成为群众

县韩庄镇西肖屯村赵庄的群众来

“俺儿子在外打工不能回来，这两天俺这儿

说，可是段值得纪念的日子，该村

我们的乡村干部要抓住秋收大忙前的有利时

增收门路。为彻底解决秸秆焚烧难题，乡村干

的干部真帮了大忙，先是帮俺把 4 亩玉米掰完

村民赵友好捐资 30 万元，修建赵

机，积极利用远程教育网络举办“秋田”管理、冬

部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禁烧知识，积极引导群

送到家，又领来机器把玉米秆给粉碎了，真不知

小麦种植、农机维修等专题讲座，组织乡村种田
道咋感谢他们呀!”9 月 23 日上午，尉氏县洧川 “土专家”、
“田秀才”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群
镇王庄村村民王卿老汉高兴地对笔者说。听罢 众科学追肥、防治病虫等，并向群众推广小麦良

众变废为宝，大力推广秸秆气化、沼化和秸秆制

此言，笔者对当地干部的举动表示赞成。

种种植、测土配方施肥、冬小麦高产栽培等技

植基地签订销售协议，积极为群众的秸秆找买

眼下，各地已陆续进入“三秋”大忙季节。 术，引导农民种植优质小麦，踏踏实实地为群众
搞好“三秋”生产是夺取全年农业丰收、有效增 解决农业技术难题。

家，既能解决秸秆焚烧难题，还能增加群众的经

庄道路，方便群众出行的事，传遍
十里八村，受到乡亲们的称赞。
赵友好捐资修建西肖屯村赵
庄组内的所有道路，面积达 4500
平方米，9 月底全部完成。从此，
赵庄村内泥泞的土路全部变成水

加农民收入和为明年农业生产打牢基础的关键

作青储饲料等技术，多途径发展以秸秆为基料
的食用菌生产，要组织群众与养殖场、食用菌种

济收入。

二是结对帮扶，认真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

同时，还应该扎实开展秋季农资打假专项

泥路面，一改赵庄村村民行路难的

环节。

问题。

活难题。
“三秋”大忙季节，乡村干部要做到走家

行动，乡村和行政执法部门之间要加强配合，加

所以，我们每一名乡村干部，必须把“三秋” 访户，了解一下群众生活和生产情况，组织党员
生产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切实 干部广泛开展帮扶工作，要结对帮扶群众科学

大执法力度，以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为重

加强领导，认真做好协调，人人当好“三秋”生产

管理晚秋作物、讲解农业技术知识等，帮助五保

生产秩序，净化农资市场，以确保“三秋”生产的

的宣传员、指导员和战斗员，真心实意地来到田

户、特困户联系农机具、抢收粮食。同时，还要

顺利进行。

间地头和农家庭院，切实帮助群众把“三秋”生

通过宣讲政策、发送信息、帮助生产、提供资金

赵友好，早年去北京务工，凭
借自身努力，成就一番事业。本次
捐资修路是为了回报乡里，他说：
“虽然我人在北京，但心一直在家
乡。小时候乡邻们帮我的场景一

点，狠抓农资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好“三秋”农业

直在我脑中回荡，我愿意用这种方
式 建 设 我 的 家 乡 ，回 报 我 的 乡 亲
们。”

擦亮双眼看仔细
购买化肥防骗局

邓州市：
207 国道整修过半

邓州市境内已维修完工的 207 国道

舆情反馈
□王东 摄
河南日报农村版 4 月 9 日报道了
邓州市境内 207 国道损坏一事，邓州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随即成立了以
市政府副市长贺迎为指挥长、市政府
党组成员熊占玉为副指挥长的 207 国
道维修改建指挥部，并深入一线工地，
现场办公，得到了沿线各乡镇党委、政
府及相关村委会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
持。
截至目前，邓州市境内 207 国道
已修建完工 30 余公里，还有 20 余公
里正在稳定、碎石、摊铺阶段，预计年
底邓州市境内近 60 公里的 207 国道
将完成油层铺设工作。

收钱办事不成功
不当得利应退还
闻者足戒
□伦振楠 王晓影
信誓旦旦的承诺，神通广大可
以替人办事，但最后无果而终，后

邓州市境内正在维修中的 207 国道

事主追讨“办事费”，却遭到拒绝。
9 月 14 日，开封市鼓楼区法院审结
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法院依
法判决曾真退还于丽 2 万元整。
2011 年 1 月，曾真以其能为于

给生产队
“看秋”

丽哥哥办理病退为由，收取于丽 2
万 元“ 办 事 费 ”，并 向 其 出 具 了 收
条，内容为：今收到于丽为其哥办

宜。逾期于丽想讨回所付费用，曾
真却拖延不还。无奈于丽向法院
递交了诉状，要求曾真返还 2 万元
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曾真辩
称前期已经将钱还给了于丽丈夫，
但因关系好自己没有打条，对方也
没有打收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曾真收取于
丽 2 万元，承诺为其兄办理病退手
续，后因故未能办成，曾真应将 2 万
元退还给于丽。关于曾真称已将
钱退还给于丽丈夫的辩解理由，由
于 未 提 交 证 据 予 以 证 明 ，不 予 采
信。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证据
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
农村老人遇到家庭照料、医疗卫
生、心理抚慰“三难”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正
常发展。
家庭照料难。当前，一部分农
村家庭，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
年轻夫妻双方常年外出打工，留守
老人事实上成了“孤家寡人”，他们
生活上缺乏照料不说，还要照顾有
同样命运的留守儿童——孙子孙
女。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心
理、生理上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
问题。
医疗卫生难。一是农村医疗
条件较差，对于一些急性病不能及
时跟进治疗，贻误治疗最佳时机。
二是老年人慢性病和不治之症增
多，老人受到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的双重折磨。三是看病花钱较贵，
一般家庭难以维持经年累月的医
疗费用支出，出现“医疗难”。

心理抚慰难。长期的“留守”，
造成部分老人性格孤僻，与人交往
减少，易产生抑郁、焦虑、孤独、厌
世等情绪，心理创伤难以抚平，对
自身的健康极为不利。
为此，笔者建议，政府有关部
门首先要在农村社区有计划有步
骤地实施“敬老、安老、助老”工程，
逐步建起敬老院、托老院、幸福院
等养老机构，并增加投入，跟进管
理。同时，因地制宜，大力探索实
现居家养老的新方法、新路子，推
行日间或夜间照料服务。有条件
的地方，还可组织志愿者定期或不
定期上门开展谈心、晾晒衣被等服
务。对于有心理疾病的老人，社会
工作者或社会工作师可以积极介
入，开展心理疏导、心理抚慰等服
务。另外，有关部门根据实际，可
以适当提高老年人医药费用的报
销比例，切实减轻他们的经济负
担。

民生关注
□邹晓峰

目前，正是秋种秋播大量选购
化肥的时候。针对去年农资投诉多
的情况，工商部门提醒广大农民，在
购买化肥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
查看。
看产品标识。每种肥料袋上都
应标明产品名称、商标、有效成分含
量、标准号、生产许可证号、生产厂
名和厂址等。无厂名厂址、有效成
分以及执行标准号的产品，不能购
买，用户千万不要贪便宜而因小失
大。
看检验报告。无论是进口肥
还是国产肥，都要查看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最好是本地质检部门出
具的，一般检验报告单包含有该化
肥氮、磷、钾的分别含量，总养分含
量及颗粒强度与含水量。然后与
其外包装上的标识进行比较，注意
看 标 识 的 养 分 偏 差 ，偏 差 越 小 越
好。
看是否含氯。含氯过高的化
肥，对一些作物会有不良的影响，如
对蔬菜、红薯等作物施用含氯的化
肥时轻则影响其品质，重则减产减
收。
不要贪图便宜。俗话说：
“便
宜没好货。”假劣化肥一般明显低
于市场上同类优质化肥的价格。
购买化肥时要索要购肥凭证，以便
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以作为索赔
的依据。

一直未能为于丽哥哥办理病退事

有话直说
□梁星毯

农民
“办酒风”
也要刹

特别提醒
□邢娜

理病退一事的费用 2 万元。后曾真

农村老年群体
有
“三难”

社会百态
□郭增吉
当年，在生产队，每到秋天庄稼将熟时，会
派人在田间地头看护庄稼，防止有人偷盗，这叫
“看秋”。
看秋人每天拿一把镰刀，在田里路边转来
转去，两眼炯炯有神，不敢有丝毫马虎，晚上还
要巡逻几次。看到这阵势，即使谁有个非分的
小念头，也知难而退了，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
果。
但任何事都有意外，这些意外的事，沉重
得至今不愿言说。
村里一名妇女，因为几个孩子常常饿得直
哭。一天夜里她斗着胆子，到离家不远的地边
掰了十来穗青玉米，想给孩子煮熟了吃。第二
天一早“看秋”的发现了情况，赶快报告了队

长。那时候正讲“以阶级斗争为纲”，队长向大
队汇报，大队马上组织人员挨门挨户地搜查。
这名妇女还没有来得及给孩子煮，也大意了，就
搁在没有门子的厨房锅台上，搜查人员一进门
就看到了。几句盘问，妇女便交代得一清二
楚。驻村干部立即汇报到了公社，公社正在组
织一次问题人员的游街活动，这名妇女便被编
了进去。每天在脖子上挂着那几穗玉米，还有
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偷盗犯”。全公社三十
几个大队，挨着村子游街。因为玉米没有熟透，
水分大，几天过去，早霉烂了，长满了黑毛红
斑。老百姓看到这个情景，偷偷地直骂可恶，骂
的不是偷盗者，而是组织者。有些妇女甚至偷
偷地抹眼泪，嘴里嘟囔着：偷是不对，可宁叫烂
了，也不叫吃，什么事啊。
曾经听老人们说过一件啼笑皆非的事。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有一个孤孤单单的中年人，

身体也不好。因为盖三间土坯房，把粮食吃光
了。由于饥饿，就去找队长诉苦。队长没说什
么，让他去“看秋”，他便天天拿一把镰刀，到地
里看庄稼。过了几天，他又去找队长，说还是
没有吃的。这时已经有早熟的玉米掰下来堆
在场上了，队长又让他去看场。白天在场上干
活，夜里就睡在厂房里看守。他每天倒是尽职
尽责的，只是饿得发昏，无奈又去找队长。队
长瞪了他几眼，说了句“饿死你活该”，便不再
搭理他。队长没有明说什么，可谁都心知肚
明，是让他寻摸点吃的，偏偏遇到老实疙瘩一
个，不开窍。
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各家种各家的地，
再也不用“看秋”了。生活也慢慢地富裕起
来，谁也不会去地里偷庄稼了。即使偶尔有
人从路边走过，掰了几穗玉米尝鲜，也没人在
意。

上星期六我应邀参加了一个
农民朋友儿子的宴请。自从各地
陆续出台禁止党员干部大办婚丧
喜庆事宜有关规定以来，各级机关
单位广泛宣传，认真执行，婚丧喜
庆大操大办现象得到了有效遏
制。但在农村地区，办酒之风依然
盛行。
一是名目多，婚丧嫁娶、建房
乔迁、寿诞庆礼、升学参军要办酒，
还有小孩满月酒、周岁酒等，不一
而足。二是规模大，有的办酒请全
村，几十桌上百桌，一办好几天；有
的偏远乡村办丧事时间过长，浪费
惊人。三是人情重，少则几百元，
多则几千元，不送伤感情，送少丢
面子。人情送出多，有人心不甘，
就设法办酒捞回来。如此互相攀
比，恶性循环。
“ 办酒办酒，剥亲刮

友”、
“请柬一请，胆战心惊”等顺口
溜道出了人们的无奈和痛恶。
农村办酒风，害苦老百姓。整
治此种民间陋习，需要地方党委、
政府强力推动。比如参照党员干
部婚丧喜庆事宜有关规定，先从农
村党员干部入手，严明纪律，严格
遵守，并落实督查措施，对顶风作
案者严肃处理，不搞下不为例。加
强宣传教育，引导各村把治理“无
事酒”作为村规民约补充内容，动
员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企业主、种
养大户带头签署不参与违规办酒
承诺书，积极营造婚丧喜庆事宜小
办简办的大环境、好风气。这样有
组织、有监督、有处罚的整饬行动，
必将得到农村干部群众的拥护和
支持。

莫让乡村坑塘成陷阱
基层呼声
□梅永
人们建房取土一般挖得较深，
从而形成坑塘，有的因地制宜，再
深挖改造后把坑塘变成小型养鱼
池。然而，就是这小小的养鱼池，
由于离村庄较近，又没有安全的防
护措施，从而成了事故发生、扼杀
缺乏警惕性年幼生命的陷阱，继而
引起民事纠纷等。因此，看似这意
想不到的事故，却不容我们疏忽大
意。

鉴于此，为防患于未然，这里
有几点小建议供大家斟酌参考：
一、乡镇政府要对所属村庄取土之
后无人过问的无主坑塘进行普查
登记，确权监管；二、在坑塘处设立
警示牌和安全防护网；三、学校和
家长要对儿童进行安全常识教育，
规劝儿童不要独自玩水、游泳，做
好监护工作。

看牌多句嘴 便将老拳挥
为了出恶气 咬块耳朵归
拍案惊奇
□王树恒
俗语说，观棋不语真君子。这
句话告诉人们，在看别人下棋的时
候不要妄加指点。而正阳县农民
李某在观看他人打牌时，因多说了
一句话却痛失右耳。打牌本是娱
乐，观看也是休闲。可因为一句话
就将人耳朵咬掉，也将自己赔了进
去。案发后，十里八村的人们唏嘘
不已，进了看守所的王某更是追悔
莫及。本是愉悦消遣之事，最后变
得伤情害意得不偿失。
1 月 23 日，闲来无事的正阳县
新阮店农民李某，在街上看人打
牌，同村村民王某连输两盘，李某
就说，王某不该出那张牌。连输两
盘的王某心里本就窝火，听到李某
指责，就抢白李某：真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李某认为王某在
侮辱自己，于是二人话不投机吵了
起来，继而挥动老拳，发生斗殴，后

被村民拉开。可王某在回家的路
上越想越气，如果单说自己牌技差
也就算了，干吗还打人，自己活了
三十多岁哪儿受过这种窝囊气？
非得想办法出了这口恶气不可。
于是，又回到牌场，不顾众乡邻的
劝阻，再次与李某发生争吵，再次
发生厮打。在厮打中，王某用手扯
着李某的头发，并用嘴将李某的右
耳咬掉一块。经法医鉴定，李某的
右耳郭缺失面积达 10%以上，其伤
情已构成轻伤。
案发后，王某主动到派出所投
案自首，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
实。且王某家属就民事赔偿部分
与李某达成和解协议，王某一次性
赔偿李某医药费等一切经济损失 4
万元，取得被害人李某的谅解。日
前，正阳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
某有期徒刑 7 个月，缓刑 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