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重阳节的临

近，宁陵县阳驿乡敬老

院的老人都盼着去开封

古都清明上河园一游。

“去年重阳节，王进昌请我们去了商丘古

城，在南湖玩了一天，今年重阳节，他又要掏

钱请我们去开封旅游呢。”10月15日上午，在

阳驿乡敬老院院内，孤寡老人王学奎兴奋地

说。

老人口中称赞不已的“好人”王进昌，也

是一位74岁的老人，家住宁陵县阳驿乡西

村。王进昌和敬老院的不解之缘始于2000

年。当时一位叫余广生的孤寡老人，苦一辈

子却晚景凄凉，王进昌非常同情他的不幸，经

常去敬老院探望他，一直照顾他到去世。后

来，王进昌就把阳驿敬老院当成了自己的第

二个“家”，把里面23位孤寡老人当成了自己

的“至亲”。

“每年大小节日，他都来给送吃的，饺子、

元宵、月饼等多得很。”“他还给我们捐了药

柜，里面都是他买来的常用药，我们感冒发烧

拉肚子都不再跑到医院了。”“他还请来豫剧

团给我们唱几天大戏”提起王进昌的善举，敬

老院的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赞不绝口。

特别是到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节，王进昌

就会给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一个集体生日。

去年九月初九那天，他把孤寡老人带到商丘

市南湖景区、动物园和古城游玩。今年王进

昌虽然大病了一场，身体还没有痊愈，但他已

经开始张罗着联系车辆、规划路线，为老人开

封游做着准备工作。

王进昌不单单照顾敬老院的老人，他还

特别关爱86岁的五保户郑秀英。“我无儿无

女，丈夫去世早，身体还老有病，幸亏进昌这

十几年一直悉心照顾俺。”郑秀英激动地说。

2014年，在王进昌的倡导下，宁陵县阳

驿乡西村成立了一个“爱心敬老基金会”，给

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发红包，王进昌主动将

3000元钱捐献出来。在春节当天的发放现

场，61位老人前排就座，胸戴红花，80岁以上

的每人发100元，90岁以上的每人发200

元。王进昌还购买了价值2000多元的高钙

片发给老人，老人们激动得流下热泪。看到

此情此景，好多儿女也纷纷给自家父母表达

孝心。

十几年来，王进昌用自己的付出与坚守，

践行着他的人生信条——为善最乐，更诠释

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人间大爱。被评为

“商丘市首届孝亲敬老之星”，他当之无愧。

建言献策

□王水田

乡村廉政文化建设应保持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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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田不耕种 弃耕也违法
有话直说

□王树恒凡人善举

□闫占廷

要让英烈名利双收

社会百态

□樊进举

中原影像

□张超摄

父母潇洒过秋收

秋收往事

谨防珠宝以假充真
特别提醒

□李志杰

耄耋夫妻珍藏结婚证62载

时下，一些乡村廉政文化建设存在有

“阵热”和“断档”现象，如在“紧锣密鼓”地忙

上一阵子后便“偃旗息鼓”，缺乏长远规划和

长效机制作保证，有的是跳不出旧框子，翻

来覆去读报纸、作报告，说教味较浓厚，所产

生的效果也就欠佳。

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些

乡村对廉政文化建设存有一定的偏颇：有人

认为乡村是最基层单位，廉政文化建设抓不

抓无所谓；有的说，农村工作重点是发展经

济和粮食生产，不应再掏力去搞廉政文化建

设等。

在这种思想理念的支配下，不仅使乡村

廉政文化建设缺乏群众基础，降低了廉政文

化的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还导致了群

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使廉政文化

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近年来出现少数乡村

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现象，不能说对此没

有关系。

那么如何防止在乡村廉政文化建设中

存有的“间断”现象，使其保持有连续性呢？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是立足实际。要依托当地丰富的文

化底蕴，按照打造品牌、突出特色的思路，立

足本地民间传统文化项目中蕴含的励志向

上、勤劳节俭、和谐和睦、惩恶扬善等廉政内

涵，创作寓教于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使

廉政文化的发展植根于群众之中，让民间艺

术的全面带动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创新发

展，以促进乡村廉政文化建设保持其连续性

和持久性。

二要选好载体。要以乡镇文化站为枢

纽，以村级农家书屋、文化室和文化科技中

心户为载体的基层文化网络，把农家书屋作

为宣传阵地，将廉政文化融入“文明家庭”的

创建活动中，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依

托，打造集“新农村建设+廉政文化”开发模

式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使人民群众在廉政文化建设的氛围中受到

熏陶和教育。

三是扩大范围。要着力推进廉政文化

“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

进学校”，做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

众，将群众最喜欢、最期盼的事项和廉政文

化建设结合起来，以民间艺术展演、传统节

日等重大活动为推手，精心推出一批廉政

文化精品，让廉政文化建设更具生命力，以

促进全体乡村干部学廉、倡廉、守廉的主动

性。

同时，还要注意发挥新闻媒体作用。通

过大张旗鼓弘扬正气、宣扬优秀典型，做到

惩腐倡廉、以案促廉，查办一案教育一片、治

理一线，并充分利用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组

织乡村干部旁听庭审案件、参观警示教育基

地等办法，真正使乡村廉政文化建设在乡村

扎根、开花、结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土地

政策的倾斜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快

速发展，我国农村土地价值大增，

土地成了农民的宝贝疙瘩。但近

年来农村出现了部分农民责任田

弃耕现象，致使土地的肥力和地力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很是可惜。

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农村兴起了“打工潮”，农民开

始大量外出打工经商，在离土又离

乡的进城中获得了大量机会，赚了

不少钱。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生

活条件改善了，追求着体面的社会

关系。一部分农民由于长年在外

经商，赚了不少钱，已经在城市买

房安家了，其所承包的责任田弃之

无人耕种。二是有少数农民常年

在外打工，其所承包的责任田无人

耕种，又没有承包转交他人，束之

高阁。三是部分农民由于在外打

工，找到了理想的厂矿或单位，一

个月工资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认

为自己承包的责任田一年收入不

了几个钱，干脆弃之不种。乡邻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但谁也不敢去

耕种。四是一些村干部和农民认

为，反正责任田已承包给个人，种

与不种是他们个人的事，谁也管不

着。

殊不知，责任田弃耕 ，会使土

地的肥力和地力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这种做法是一种违法行为。

《农业法》规定：“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和农业劳动者应当保养土地，合

理使用化肥、农药，增加使用有机

肥料，提高地力，防止土地的污染、

破坏和地力衰退。”《民法通则》第八

十一条第一款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利

的行使也有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

人负有对标的物的管理、保护和合

理利用的义务。使用人在行使权利

时，不得破坏土地，不得进行掠夺式

使用和收益，也不得弃管、弃用。”同

时，《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一

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基本农田的

义务，并有权对侵占、破坏基本农田

以及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

举、控告。”由此可见，弃耕责任田是

一种违法行为。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它不仅

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还是农民

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为此，笔

者呼吁有关部门加强法律法规的

宣传和对土地的严格管理，对私自

弃耕责任田者依法追究责任。同

时，也建议责任田承包人要爱护土

地，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

秋收是一年中农活最繁忙的季节。熟

稔的大豆、高粱、玉米、稻谷等农作物需一镰

一镰地收割后，再将其剥去外壳，抛去瘪糠、

除去杂质，待晾晒干后，颗粒归仓。农谚有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麦子正应时”之说。

于是，农民们一边抓紧时间打场晒粮，一边

抓紧时间进行腾茬耕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村耕地还

很原始。二三十号人拉着一张七寸步犁，分

为左右两排，一人一条麻绳搭在肩上，绳子

有长有短，走路时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

谁也不准踩谁的脚跟，像河岸上拉船的纤

夫。拉犁的活虽重，但都是些女劳力或半劳

力。扶犁的“老把式”便是人送外号“老歪

子”的金殿爷爷。拉犁的活儿重是重点，大

家伙儿你说我笑，热闹非常。烦恼随之无影

无踪，疲劳随之烟消云散。一会儿东邻杨二

婶家长里短唠个没完没了；一会儿西邻王大

妈有板有眼地编造村里的一些稀罕事。

两排人你推我，我拥你，直笑得肚子

疼。躬着身只管往前使劲拉，扶犁的金殿爷

爷没太注意，犁尖就掀出土上，拖着一张空

犁跑了一大半截子地。大家扭回头一看，扶

犁的金殿爷却双手掐腰，绷着那副十分难看

的脸一声不响地站在地中央，半晌没说出一

句话，只是干着急不出汗。恰巧生产队长来

这监工，看到这样的场景，怒发冲冠，劈头盖

脸地数落了一顿。大伙儿谁都不敢抬头看

一眼，刚才那欢乐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沉

寂。队长这时又站到犁沟内，看到有浅有

深，有凸有凹，蜿蜒曲折得像条长虫戏蛤

蟆。“今天上午每人扣除两分，愿干的干，不

愿干的回家睡觉。”说罢，沉着脸便气呼呼地

走开了。

当队长走远了，又是一阵哗然大笑。金

殿爷重新扶起犁把，继续耕作。

那年月，拉一季子犁，谁的肩膀都红肿

得老高，甚至深深地磨出一道沟痕。肩头上

的“垫肩”至少得换两三个，不然会把你的衣

服磨烂。虽说年轻人活力充沛，但时常累得

也是全身酸痛，臂肘胀麻。终日头顶烈日，个

个晒得皮肤黝黑。黑归黑，但油光发亮。碰

一碰就像要流出二斤油似的。由于劳累过

度，四五十岁的人看上去就像七八十岁的小

老头，皱纹满面，哈腰驼背，显得格外苍老。

如今，随着机械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农

民减少了许多耕作之苦。秋收时节，只要你

把肥料撒到地里，切秆机、旋耕机、播种机轮

番耕作，连地畦都省得你动手去拢。七十岁

的人步履轻松，秋收后背上行李照例外出打

工。到年底也能给家里挣个万儿八千的，举

家同乐。

秋收是一本书，记录着人们的喜悦、甜

蜜和幸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珠宝消费渐成热点。今年以

来，商丘市梁园区消协受理的珠宝

首饰方面的投诉逐渐上升，其中反

映珠宝销售中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虚标等级含量的情况较多。

一些商家标识笼统含糊，只标

“玉”或“宝石”，未按要求标识具体

宝玉石名称；一些商家将人工宝石

或经处理的宝石当做天然宝石出

售；还有一些商家以低档宝石假冒

高档宝石，比如用锆石冒充钻石、

用石榴石假冒翡翠等，致使消费者

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消协提

醒消费者购买珠宝一定要谨慎。

不要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向

商家索取权威珠宝鉴定证书。珠

宝鉴定证书还应标明鉴定机构的

联系信息，以便消费者查验证书真

伪；仔细查看珠宝首饰上的印记，

掌握识别材质和纯度的基本常

识。根据贵金属相关国家标准，贵

金属珠宝首饰要求印记齐全，内容

包括厂家代号、材料、纯度以及镶

钻首饰主钻石的质量；尽量选择更

有保障的大型综合性商场或珠宝

玉石专卖店购买，同时，要理性对

待售卖珠宝首饰的电视购物广告；

购物索取正规票证，方便日后消费

维权和接受售后服务。

据报道，濮阳市

开发区新习镇寺上村

村民孙开阁日前被民

政部追认为烈士。同时，孙开阁的家人得到

70万元烈士褒扬金。这是清丰县孟瑞鹏被追

认烈士后，该市又一名救人牺牲者被国家认

可并授予荣誉和褒奖。

近年来，我国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英烈壮

举不断涌现。华夏大地时时传递社会正能

量，处处唱响“中国好声音”。好人特别是英烈

在时间、金钱、亲情，甚至生命等方面的巨大付

出，超出常人想象，一般人很难做到，他们理应

受到社会的认可、尊重、推崇和景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对英烈

的崇尚和膜拜，不应只停留在社会认同、崇仰

和精神抚慰层面，更应当让他们“名利”双收。

让英烈的英名和壮举远播，让英烈的英

灵无憾，让英烈的家人光荣，让英烈的家人得

到经济上的重大褒奖，这应当是对待英烈及

其家人在态度和行动上的理性回归，是当代

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举，更是对英烈的最高崇

敬。

当今时代，年轻人因种种原因

丢失结婚证，急需时求助于民政部

门补办的事情屡见不鲜。然而，在

社旗县饶良镇孟庄村张华林自然

村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62年前

办理的结婚证仍完整无损。

这对耄耋夫妻，男的叫张全

德，今年83岁，女的叫豆永芳，今年

82岁。1954年6月15日，俩人在

社旗县饶良镇（当时为泌阳县饶良

区）登记结婚，当民政工作人员听

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同意结婚”

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上书：“结婚

人张全德现年20岁、豆永芳现年19

岁，于1954年6月15日申请结婚，

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准予结婚，特给此证。右给张全

德收执。县长田德芳，泌阳县人民政

府（印）”的结婚证。张全德与豆永芳

领取结婚证，不仅是泌阳县饶良区孟

庄乡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对夫妻，而且

也引来了众多青年的羡慕。

婚后，夫妻俩把结婚证视为宝

贝，内用一块红布包得平整整的，

外用两块黑布遮着，再用塑料袋裹

紧，装进一个玲珑精致的四方盒

里，放入结婚时唯一的嫁妆——小

皮箱内（图片中张全德右边的小黑

皮箱）。每当结婚纪念日，他俩总

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看了又

看，摸了又摸，意思是说：“这就是

咱俩过到一家的根据，到啥时候也

不能把它扔掉。”就是这样，张全德

的房子翻了一处又一处，穷家搬了

一次又一次，箱子挪了一回又一

回，但这张结婚证仍是保存得完整

无损。

生活上的艰辛，孩子多的负

担，时代的变迁，让夫妻俩深深体

会到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时

代在前进，一种教育孩子、倡导社

会新风的重任在激励着他们。为

此，俩老人时常教育孩子们结婚必

须领取结婚证、自觉执行计划生

育，用更多的精力从事经济活动，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积极

贡献。在他们教育影响下，7个子

女个个明贤达理，追求良善，为人

忠厚，口碑皆好，其中有4个子女主

动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带

头执行计划生育，并被评为“婚育

新风进万家模范个人”。

如今，两位老人四世同堂，精

神矍铄，儿女孝敬，心情舒畅。当

笔者问及以后怎样珍藏结婚证时，

张全德老人不假思索地说：“留着

它有用，让年轻人看看时代的变

化，有必要的话送到档案馆去，让

更多的人看看。”

姑娘出嫁后，村委

会以“嫁出去的闺女泼

出去的水”和村规民约

为由收回其承包地，村委会认为自己有权制订

村规民约和分配方案，且早已经村民大会表决

通过生效。那么，村委会的这种做法有法律依

据吗？近日，正阳法院审结了一起土地承包经

营权纠纷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村委会返还

原告的2.4亩承包地。

2012年3月，22岁的正阳县王勿桥乡女

青年王某出嫁到本县永兴镇某村，但王某结婚

后，在婆家并没有分得承包地，其户口仍然留

在娘家，她的2.4亩责任田也留在了王勿桥乡

某村。今年5月，其娘家村里进行土地调整，

该村以村规民约“添人添地，去人去地”等规定

为由，收回了王某的承包地，剥夺了她的土地

承包权。在村里人看来，女人既然嫁了出去，

就是外姓外地人了，土地当然就没有你的份

儿。王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承包

地。法院判决某村委会返还王某的承包地。

10月18日，柘

城县城关镇退伍

军人李兆国，展示

收集到的抗日军

民 使 用 的 大 刀 。

今年 31 岁的退伍

军人李兆国在柘

城县供电公司工

作。2004 年他从

东海舰队退伍后，

萌发了收集日军

侵 华 证 据 的 想

法。目前他先后

筹资 100 多万元，

收集了日本侵华

军队使用的军刀、

头盔、防毒面具、

医 疗 箱 等 物 品 。

他的家也成了群

众参观学习的国

防教育基地。

王进昌

15年敬老爱老情

基层呼声

□梁星毯

闻者足戒

□王树恒

村委收回承包地
违反规定应退回

冷暖人生

□赵兰奇张天增文/图

68岁的父亲李庆合是村里的卫生保洁

员。玉米收完了，前几天4亩地的小麦也在

雨前及时种完了，父亲也感觉到了一身轻松

和愉悦。更重要的是，他每天还有了充足的

时间，全力投入到心爱的卫生保洁事业上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时候，种

麦季节都是用队里的几头马牛来犁地，村里

的800多亩耕地，得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全部

犁完种上小麦。现在可好了，种收都是机械

化，种地很简单，农民当得也真快活。”父亲

深有感触地说。

其实，在前不久的秋收期间的一天，在

对秸秆的砍伐、捆绑和运送问题上，父亲也

确实跟我和母亲等人“倔强”了一次，最终还

是“服输”了。

9月20日这天早晨和上午，我和妻子都

趁着星期天不上班，和父母一起，把4亩地

的玉米全部收完并运送到家晾晒。

午饭时，一位邻居给我打来电话说，村

南地有大型机械正在粉碎秸秆，让我赶快过

去。

我刚放下电话，听见电话声音的父亲便

立即说：“人家谁想旋秸秆谁旋，咱家的地不

旋。”

“因为啥？”母亲孙玉兰不解地质问。

“不因为啥。旋一亩地秸秆费用是50

块，4亩地得200块。种麦的时间早呢，慌

啥？4亩地的秸秆我一人全部砍倒、拉完。

一是节约资金，二是可以积攒秸秆当柴火烧

锅。”父亲立即“对答如流”。

“大，我看还是旋了好，4亩地的秸秆砍

完、运完，一是费时间，二是管叫人累得半

死，咱家里又不缺柴火烧，何必呢？还是为

自己的身体着想吧。”妻子闫冬梅劝道。

没想到，一直倔强的父亲还是坚持自己

的意见。

“大，你想想，咱村现在是县里搞的人居

环境示范村，整个村庄处处都是干干净净

的，你又是卫生保洁员，如果房前屋后堆积

的都是秸秆，影响环境美观。如果村民都把

秸秆拉到村里堆积起来，咱村就是秸秆村

了。如果你去砍秸秆，加上晾晒和运送时

间，得好几天才能结束。如果用大型机械粉

碎了，几十分钟就完事了。秸秆粉碎后，可

以直接还田当肥料。再说了，今年上级对秸

秆禁烧工作很重视、很严格，地里着一把火，

冒一股烟，就得罚款和拘留人，万一有哪个

调皮的孩子把砍掉后晾晒的秸秆点着了，咱

家能不负连带责任？”我也趁热打铁般的开

导父亲。

“你们说得在理，那就旋吧。”父亲终于

轻声地同意了。

父母双亲的这次简单、短暂的秋收，也

使我深深感觉到，随着农作物收割、运送、脱

粒，耕地旋耕转茬，种子下种等机械化程度

的日益提高，农民种地越来越简单，越来越

潇洒。

农家故事

□李现理

李兆国投巨资收集日军侵华证据

张全德和豆永芳夫妻手捧结婚证合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