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过去的秋收秋种，着实让广大种植户

遇到了一些头疼的事——粮食价跌，丰产了

却减少了收入，种地成本增加，土地越来越难

种……诸多难题困扰着广大种植户，成了制

约种植业发展的瓶颈。广大农户期盼政府能

尽快出台新措施，破解“种地难”稳定粮食生

产，综合提高种粮经济效益。

粮油价跌，挫伤种植积极性。去年秋收

后，豫南农户出售玉米价格每斤1.08元，大豆

每斤2.2元，芝麻每斤6元以上。今秋，玉米从

每斤0.77元跌到0.75元，大豆每斤1.5元，芝

麻每斤5元，且价格还在下滑。笔者今年种了

14亩玉米，较去年减少收入4500多元，约等

于种植的投资成本。谷贱伤农，种植户烦闷

忧愁，期盼着政府能稳定粮价，给予粮食、油

料保护价收购。

农田越耕越浅，保墒保肥差，地力下降，

急需大面积运用深耕机械。目前在豫南平

原，耕地使用的大多是旋耕机，十几年没用过

深耕犁了。这种旋耕机翻土仅十来厘米，疏

松土壤浅，不利于作物深扎根，且抗旱保墒性

能差，遇有涝灾时，渗水差肥料流失快。再加

上近年来推广秸秆还田，大量粉碎的秸秆留

在地表层，使旋耕的土层更浅，形成碎土少秸

秆多比例不当，造成了耙地、播种困难。农业

专家说，农田每隔2年要深耕一次。广大种植

户期盼着能普遍使用上深耕机械。

种地成本增加，效益下滑，应稳定农资价

格，秸秆还田补贴应到户。今秋，很多农户使

用了机收玉米秸秆还田机械，每亩费用80～

100元，而往年机收玉米每亩费用40～50

元。玉米机收施耕后，因土层浅，碎土少，裹

不住秸秆，要耙三四遍才能播种，每亩又增加

开支30多元。再加上种子、化肥、农药逐年

价格上涨，种地成本在逐年递增，形成了增产

不增收、效益下滑的现象。对此，希望政府能

稳定农资价格，对秸秆还田实行补贴到户，而

不是只奖给乡、村两级仅用于防火禁烧。

农家肥退出田野，化肥使用逐年增加，土

壤板结碱化退化，应引导多施用农家肥。二

十多年前的秋种前，农户大车小车运送土杂

肥堆满田间，犁耙后的土壤是松软的，种出来

的庄稼耐旱耐涝抗风抗病性强，产出的粮油、

果蔬味道正营养丰富。而今，农家肥逐步退

出田野，化肥使用量逐年递增，造成了土地板

结碱化退化严重。而农村过去用于沤制土杂

肥的杂草、树叶、塘泥、草木灰、人畜禽粪便

等，现在却大量的弃之不用白白浪费。政府

应引导农户多沤制施用农家肥，增加土壤有

机质含量，改变结构，培肥提高地力，促进种

植业可持续增产增收。

民生关注

□盛德劭

增产不增收 粮农需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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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农村版

让群众乐享
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

有话直说

□李志辉李会民

基层呼声

□梁星毯

社会百态

□王树恒

立此存照

□杜夙志宋汉超摄

闻者足戒

□刘俊

为“马上就办”叫好

特别提醒

□王树恒

骗子下乡搞推销
贪图便宜吃大亏

乡村难觅清澈的河

冷暖人生

□刘美娜

考驾照丢失背包
“捡”包人索要赎金

目前，宜阳县城包括影院、

文化馆、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

心、城市休闲广场、社区文化服

务中心的文化惠民体系趋于完

善；1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成投

用，353个村级文化大院实现全

覆盖。在硬件给力的基础上，该

县更加注重创新服务模式，从树

立特色文化品牌、培植文化人才

队伍、打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障

碍三个方面着手，让群众乐享丰

富健康的“精神食粮”。

文化娱乐是群众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当前的

农村日益富裕，物质条件得到满

足的农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文

化娱乐，能够享受更好的精神生

活。然而，相对匮乏的精神文化

生活并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在

这种情况下，一些打牌赌博、封

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在农村中大

有蔓延之势。因此，开展健康向

上、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娱乐活

动很有必要，既能充实农民生

活、开阔农民视野，也有助于农

民素质的提高，使不良风气在农

村彻底失去市场。农村需要文

化，群众需要艺术，不能让农民

们缺了文化食粮。

近年，我省不断建立完善

“文化下乡”长效机制，围绕基层

群众需求，大力选送农民需要

的、喜欢的优秀作品下乡，实现

“文化下乡”活动的“常下乡、常

在乡”，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

和好评。不过，农民需要文化，

也更需要自己参与其中的文化

活动。在农村，有着大批爱好文

艺的农民，他们渴望、愿意从台

下走上舞台，展示自己的才华、

演绎自己的生活。就像宜阳艺

术团的农民一样，他们在自娱自

乐、送出欢乐中感受着文化活动

的魅力，也为农村文化活动注入

了生机和活力。

植根农村这片沃土，农民艺

术团可以更活跃。政府主管部

门既要“送文化”、“种文化”，也

要“育文化”。比如加大政策、资

金支持力度，鼓励更多农村成立

农民艺术团，让农民艺术团“村

村开花”；鼓励普通农民参与农

民艺术团演出，发掘、培养自身

文艺才能；培养农民创作骨干，

让老百姓把自己的身边事搬上

舞台；搭建文艺竞赛等才艺展

示、文化交流的平台，激发农民

们的创造、表演热情……只有让

农民当好“文化主角”，农村文化

才能真正繁荣发展。

我是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的一名学生，今年已经大三

了，即将面临毕业，为了能够在

毕业后过得轻松点，我的目标是

需要考的证在大学里都尽量拿

下，以便将来不时之需。

今年暑假我在郑州市华中

驾校报名考驾照。本来一切顺

利，可在考科目一的时候发生了

一件令我非常苦恼的事——我

的包被偷了！驾校通知当天早

上8点去考科目一，我6点多就

骑着自行车赶往考场。在那一

直等到9点左右才通知我们进候

场区，由于有规定不能背包进入

考场，我只能把包放在门口，当

时想着包里只有证件还有100

多块钱应该没有人拿，就放心进

去了，但由于考试的人特别多，

一直到下午2点我们才考完，出

了考场我就惊呆了，哪里还有我

书包的影子。鉴于那有摄像头

还有保安，我就上前询问了，保

安说找不到了，先前还有几个人

的包和手机都丢了。

丢了所有的证件和钥匙，又

适逢假期，舍友都回家了，我也

只能选择回家。当天我回到学

校向宿管阿姨借了宿舍钥匙，回

宿舍休息了一会儿便整理行李

箱，然后就去学校自动取票的地

方取火车票。就在我取票的时

候接到了一名自称是郑州轻工

业学院的学生的电话，他告诉我

他“捡”到了我的包问我可不可

以去轻院取。由于已经是晚上9

点钟了，我一个女生很不安全，

就找了一个学长让他骑摩托车

载我去。我们到了之后就给那

人打电话，结果他却让我给他打

200元钱才答应把包还我，当时

想着补齐证件也要花很多钱，就

答应了他，想着和他当面交易，

但他却不同意，并且挂掉了电

话。

由于已经买了火车票要赶

火车，我只能离开轻院赶往火车

站。之后我的同学们多次给那

人打电话，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

不同意当面交易。于是我的一

位学长找到了附近的公安局，想

让通过定位找到那个人，但公安

机关的人说他们做不了，并且这

种事情很常见，我丢的又不是大

钱，无法立案。后来我的那位学

长又帮我联系了驾校里的人，看

能不能通过手机号码找到人，最

终依旧是没有结果。从丢了包

我就时不时地给那人打电话，希

望能把我的证件赎回来，最后那

人停了机。可过了几天再打又

可以打通了，但是依旧没有回

信。

过了两个多月，我彻底放弃

了，本想着自己掌握了这么多线

索，只要公安机关以及驾校能够

配合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个

人，可最终不了了之。我很失

望，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东西找

不回来了，更多的是对那些拿着

工资不办事的政府人员的失

望。这些看起来是小偷小摸的

事情，但加起来就会对整个社会

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出生在豫南淮河岸边，家乡透着蔬菜

叶气的小河逶逶迤迤地向东流去时，总是映

着青青柔柔的柳条儿，并不时地漂着一些浮

萍。尤其是盛夏季节，水面上绿叶叠翠，红白

两色的荷花争奇斗艳，一阵阵清香随风飘逸，

偶尔有几只鸭子游过来，激起几丝涟漪。

自从参加工作，久居城市，与家乡的小河

疏离了，如到节假日偶尔回一次家乡，便急不

可耐地来到河边，贪婪地欣赏着家乡小河的

景色，尤其是阳光明媚下或是细雨霏霏下的

小河。阳光明媚时，河流浮着粼粼波光；细雨

霏霏时，雨花在水面上画着一个个小圆，这种

甚是赏心悦目的景色，令人神往。岸边的芦

苇，常在微风中摇曳，极有诗意。渐渐地一些

地方的芦苇尽管还在摇曳多姿，但河道里堆

满了村民的农作物秸秆，农民随意在小河里

放牛、放羊，还有人直接把农药瓶（袋）丢进河

里。河水不再清澈。河面上总是浮着一些脏

兮兮的东西，如木头，塑料薄膜，农药包装袋，

等等，不仅污染环境，也在污染着视觉。

今年10月，家乡的花生已收获完毕，记

得是一个星期六。我回老家帮家里脱花生

米，花生脱完后，留下有几袋坷垃花生，沉重

无比，难以搬挪，于是家人让我到河里淘淘坷

垃，我便拉着花生来到企盼已久的小河里，走

近一看，让我委时不相信家乡的小河是如此

的脏。河旁不仅杂草丛生，在我记忆中清澈

的小河边，依依的杨柳和微风中摇曳的芦苇

已荡然无存。印象最深的是河水中漂浮着塑

料薄膜、农药包装袋、牛粪等，河水也呈现黑

色，我望着小河无语，小河也望着我们沉默，

似乎我们彼此一直有缘。面对河水，我总想

从中找出一些怀旧感，然而我终究失望了。

可在我居住县城的不远处也有一条小

河，取名曰：护城河，它的源头在县城西。河

面上总是浮着黑黑的污染物。两岸的杨柳虽

然依依，倒映在水中，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

景色，可河水不清，红花与绿叶相衬之感荡然

无存。据久居河旁的老人讲，在他孩提时代，

护城河河水清冽，鱼翔浅底。可如今的护城

河虽然也有环卫工人护理，但城市做生意的

小作坊越来越多，排放的污水都流进小河，河

道里堆满了市民的生活垃圾，有人把垃圾扔

进小河，水质被污染，有臭味。我闲暇之时偶

尔出去到护城河边散散步，每每晨风吹来，感

到很惬意。可当我看到眼前的水质时，不禁

泄气了。我一点也找不到了当年小河清澈见

底的感觉。杨柳依旧，然而水质不清。毕竟

蓝天、白云、清水是人们所渴望的……

但愿我们生活的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一

条条河流不再被污染，水永远清澈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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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有了充足的时间，

全力投入到心爱的卫生保洁事业上来。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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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耕地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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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和母亲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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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亩地秸秆费用是50块

钱，4亩地得200块钱。种麦的时间早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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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趁热打铁开导父亲。

“你们说的在理，那就旋吧。”父亲终于轻

声地同意了。

父母亲的这次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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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济源市五龙口镇财政所不断

加大涉农资金投入，规范资金监管流程，

通过严格审核把关，明确监管重点等手

段，扎实推进各项财政资金的监管工作。

该镇成立了财政资金监管领导小

组，规范了资金监管程序和流程，确保了

信息通达；重点强化了预算资金、项目资

金和补助资金的监管环节，坚持公开、公

示，严格审核把关，实行“一卡通”发放，

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今年以来，济源市投入2600余万元的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五龙口镇实施。五龙

口镇财政所工作人员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确定专人深入项目工地，随时掌握工程进

度和资金申报，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得

到了服务单位和农户的一致好评。

截至目前，五龙口镇财政所共投入涉

农资金3340万元，其中：镇投入2580万

元，争取上级补助资金760万元。（姚茜）

如果你随意问一

个人：“去机关单位办

事情，最盼的是什

么？”十有八九会答出“马上就办”几个字。针

对当前民众之盼，濮阳县适时喊出了“马上就

办”的口号，足见其勇气和魄力。

毋庸讳言，机关办事效率低下的现象依

然存在，这是影响政府综合服务指数的一个

重要指标。那么，如何化解政府部门和服务

对象之间的矛盾呢？濮阳县的回答是“马上

就办”，这个回答掷地有声，无疑是传给办事

群众的一种福音，是民之所想，更是民之所

愿。如何落实好“马上就办”呢？除去评比、

检查、监督等因素外，要突出一个“快”字。就

是快字当头，立办立就。我们的政府机关、服

务中心不是封建衙门，不是“长长的站台”，千

万不要让服务对象“漫长的等待”。更要摒弃

“研究研究”之类的东西，革除拖拖拉拉、推三

阻四的慵懒作风。还要突出一个“好”字。实

践证明，好字当头，效率不愁。办事情和干工

作举红旗、高标准、严要求、争一流，我们的工

作业绩就能拿得出门，“晒”得出去，经得起检

验。同时，莫忘突出一个“常”字。“善始者众、

善终者寡”，“马上就办”要常态化、长久化，贯

穿为人民服务始终。要时常把服务对象的事

情放在心上，坚持优质、文明、温馨、高效、廉

洁的系列化服务不放松，不能活动期间轰轰

烈烈，活动过后拖拉依旧。

果能如此，我们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就可落到实处。

俗话说得好，贪小

便宜吃大亏。最近，正

阳县的王大妈就因为

一时轻信骗子的花言巧语，贪图便宜花360元

买的电饭锅，一顿饭没做熟就报废了，只好自

认倒霉。

8月15日，王大妈看到乡镇的大街上有

人在促销电饭锅。上前一打听，一个“半球”牌

电饭锅才180元，商店里可是要四五百元。王

大妈仔细挑选着电饭锅，看上去和商店里的也

没什么两样啊？“价格差这么多，能是真的吗？”

王大妈心里正犯嘀咕，一个正在大声宣传促销

的年轻小伙好像看透了王大妈的心事，他操着

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大娘，你放心吧，这可

都是正牌产品。我们是厂家直销，又赶上八月

十五中秋节、国庆节厂家搞大酬宾活动，所以

价格才便宜这么多。”小伙拿出一张名片说：

“大娘，我们的专卖店在县城十字大街88号，

这上面有我们的联系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可以

打电话或者来店里找我们。我们一般不下乡

销售，这不是快农忙吗，我们是方便你们的

啊。”王大妈一听，心想：“这下我就放心了，不

好用了就去找他们。”结果，王大妈花360元买

了两个电饭锅，一个自己用，一个给了儿子。

第二天中午，王大妈用新买的电饭锅做

饭。没想到饭还没熟，电饭锅就断电灭火了。

她赶紧用电话拨打名片上的手机号码，可是怎

么打也没人接听。无奈，王大妈抱着电饭锅来

到乡工商所投诉。工商所和消协工作人员一

检查，这哪里是什么“半球”牌电饭锅，完全是

拼凑起来的劣质产品。后经消协和工商所到

县城十字大街88号了解情况，附近根本就没

有什么电饭锅专卖店。原来，这是一伙打着促

销幌子专门兜售劣质商品的骗子。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要谨防不法商贩

借机推销假冒伪劣商品。购买商品时，应尽量

到有固定门店的正规商店，并索要发票以及合

格证、保修卡等。对一些游商流贩，一定要睁

大眼睛仔细查验，千万别相信“厂家直销”、“节

日大酬宾”之类的促销宣传，更不要贪图便宜，

购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

本是叔侄关系，叔叔却以帮

助找人协调交通事故案件为由，

先后骗取侄子 12万元用于挥

霍。10月23日，罗山县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张某甲有期徒刑3

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

张某甲与张某乙系远房叔

侄。2012年至2013年间，张某

甲以帮助张某乙找人协调交通

事故案件为由，先后多次骗取张

某乙12万元，后张某乙多次找

张某甲追要无果。案发后，张某

甲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并将上

述款项退还给张某乙，张某乙表

示对张某甲予以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甲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张某甲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其案发后将赃款退还给被害人，

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依法可以酌

予从轻处罚；经有关部门调查评

估，其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10月29日，连霍高速商丘段390公里处，

两名中年男子各骑一辆单车由西向东行驶在

高速公路的边道上，骑车时还不停在交谈，其

中一名男子还拿出手机打电话，引起不少过

往车辆司机的注意。骑车是为了锻炼身体，

但也不能把性命当儿戏，真为这两名男子的

安全捏把汗。

《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

定：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电

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全挂牵引车，以及设

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辆，不得进

入高速公路。

谎称找人协调案件
叔叔骗侄十二万元

农家故事

□李现理

父母潇洒过秋收

济源市五龙口镇财政所
加大涉农资金投入与监管力度

高速上骑车
安全让人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