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经负责过一段时间单位内

部刊物的编辑工作。内刊编发的是

文史资料和地域文化方面的稿件，

因此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对地域文化

颇有研究的业余作者。有一位五十

来岁的农民作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

深，在网络已经广泛普及的今天，他

送来的稿件居然是手写的，且使用

的还是小学生的作业本纸，这让他

在众多作者中显得有些另类。每次

他来送稿，我都安排办公室的同志

先打印出来，然后再交于他校对。

时间一长，我们彼此也熟悉了，交流

随之多了起来。一次他又来送稿

时，我顺便把单位的方格稿纸送给

了他几本，正好手头不忙，和他多聊

了几句。

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得

知，他在上初中时就喜欢文学，由于

家庭负担重，没上初三就辍学回家

了。几年前，一双儿女初中毕业后

外出打工，他的家庭负担一下子轻

了不少，于是重新拾起了当年的爱

好，一门心思走街串巷收集整理民

间传说，几年下来已经整理出来了

百余篇。

他的讲述让我肃然起敬，一个

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没有任何功

利目的，没有任何人的经费资助，多

年如一日用手中的笔将口口相传的

民间故事变成文字，的确是难能可

贵，着实令人敬佩并感动。我问他：

“平时除了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你都

干些啥？”他憨厚一笑说：“ 我一直在

俺村上的一个建筑队干活，外出走

访写东西基本上都是趁晚上加空。

早几年俺家那口对我的这些爱好强

烈反对，我知道她是心疼我白天干

活晚上熬夜写东西，怕身体吃不

消。我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没啥别的

想法，就是喜欢，遇到一个好素材，

我要是不整理出来就睡不好觉，吃

不下饭。”

是啊，一切只因为喜欢。因为

喜欢，年过五旬的他在为生计奔波

的同时，对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乐此

不疲，情有独钟；因为喜欢，在买不

起电脑不会使用网络的情况下，他

带着花镜一篇篇誊写着自己搜集来

的故事素材；也因为喜欢，他每次外

出走访，为了省下几元钱的车费，一

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陪伴他走过了

春夏秋冬。

喜欢就像爱一样，爱有什么理

由？爱是没有理由的。

幸福如饮水，冷暖心自知。爱

上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喜欢就是最

好的理由。只要内心里喜欢，爱我

所爱，简单而热烈地坚持着、守护

着，已经足矣。

“不卡别人，也别卡住自己”
门风家训

□李银鹏

有话直说

□刘根旺

2016年4月19日 星期二 3
编辑∶白正春 电话：0371-65795789 E－mail∶ncbrx@126.com 版式∶屈伸 校对∶吴素纯

乡情民意农村版

心到家服务才能到家

闻者足戒

□屠凡林

立此存照

□薛金山摄

竟有此事

□党松岭

七旬老妪贪心重
盯住患者偷财物

喜欢是最好的理由
冷暖人生

□梁永刚

幸运抽奖留心眼
莫信天上掉馅饼

扎根为民服务专注青少年维

权

近年来，平舆县古槐工商所

发挥职能，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打

击侵害青少年权益的违法行为，

维护其合法权益，取得显著成

效。一抓宣传，提高青少年法律

意识。二抓监管，营造青少年良

好环境。三抓机制，维护青少年

合法权益。四抓帮扶，助推青少

年健康成长。（冯红兵）

郸城“重点县”建设惠民生

为切实做好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的建设和管理，郸城县通过

国家投入、群众自筹等方式，逐步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灌排工程体

系。

该县高度重视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项目建设，工程建设实行

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

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为保证工程

质量，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除工程

监理人员外，县水利局明确一名

班子成员带队，抽派6名业务骨干

包乡包工程，进驻施工现场，给予

技术指导。项目乡、村也分别派

出人员现场监督，共同搞好工程

建设施工质量的监督。

项目工程完成后由各施工单

位先进行自验；县水利局、监理人

员、施工单位组成多个小组，在施

工单位自验的基础上，对每处工

程实地测量进行第二次验收把

关，对达不到质量标准要求的，由

施工队伍限期返工。最后，由县

财政、水利及项目乡联合组成验

收组，对项目工程进行县级验收。

项目区的实施，使粮食获得

增产，农民获得增收，工程效益十

分显著，群众十分满意。（巴清林）

河南金信诺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即 日 起 解 散 公 司（ 注 册 号 ：
410101000203137），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4月7日，笔者获悉，在近日召开的泌

阳县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国网泌阳

县供电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成绩突出，被泌

阳县政府授予“2015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一直以来，泌阳公司始终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按照国家电

网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规定》要求内容和

省、市公司《年度安全工作意见》目标要

求，及时进行了细化。一是制定下发了

《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安全工作意见》，把

全年安全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到了各单位，

对公司全体员工层层签订了《安全目标责

任书》，要求各单位全面落实上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工作要求，确

保安全组织健全和经费投入。坚持谁主

管谁负责、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将

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

位员工，做到安全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计

划、同布置、同检查、同总结、同考核”。二

是认真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按照

年初制定的安全培训计划，对公司全员分

专业开展了《安规》知识培训考试、同时

组织“三种人”进行了培训考试，在培训和

考试的同时，加大了对上级事故通报的宣

贯学习，首先通报办公OA上，“泌阳公司

安全监督群”向各单位、各位员工转发，在

公司月度安全例会上、安全网会上和周例

会上进行传达、分析；各班组在安全活动

中结合本职工作进行举一反三讨论，提出

防范措施，从而以血的事故强化员工安全

意识，同时达到培训效果。三是加强了施

工现场安全管理。公司安全管理人员要

至少拿出3/4的工作时间下一线、蹲现

场，加强了各类作业现场安全风险管控。

四是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从安全

教育抓起，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入开展安

全教育，认真学习上级有关部门下发的交

通安全文件，让交通法规深入人心。完善

驾驶员和车辆管理档案，实行了内部准驾

证制度，制定了考核细则。要求驾驶员每

天对车辆进行认真的保养，发现问题及时

进行维修，确保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状

态。

（王超）

泌阳县供电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受肯定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只读过20多天私

塾。然而父亲却很看重读书的重要。记得

小时候，父亲闲下来总是喜欢考我们兄弟，

有时出一些简单的算术题，有时教一些简

单的字让我们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二

哥放学回来，中午吃饭时分，一家人围着桌

子坐下来，父亲在桌子上用筷子蘸着水写

了一个“卡”字，让我们读。由于二哥也只

是读小学二年级，我和四弟都没有到读书

的年龄，谁也不知道怎么读。父亲看了看

我们，用手捂住“卡”的下半部，二哥脱口而

出“上”，父亲笑了笑，又用手捂住“卡”的上

半部。又是二哥抢先说出来“下”。父亲顿

了顿，没马上说出“卡”字怎么念，而是用手

比画了一下，“你们看上和下粘在一起，上

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我似乎明白了什

么，快速用不很准确的发音念出“qia”，二

哥也附和着“对，念qia”，父亲笑了。“卡，

就是难为情，上也不行，下也不中。”父亲接

着说，“为人处世，我们不卡别人，也别让人

卡住自己”。从此，我记住了“卡”。虽然不

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字，却是我印象最深的

一个字。

父亲过“六十六”岁那年，我们姊妹几

个商量着一起给父亲祝寿，父亲开始不同

意，后来拗不过。一家人照了一张全家

福。父亲穿上了我们给他买的“唐装”绸子

袄，看看一个个都成了家，大哥的儿子还上

了博士研究生，二姐的孩子也上了大学，我

早已大学毕业，到老家附近的一个城市工

作，父亲很高兴，顺便也不忘唠叨几句。“一

个个都大了，记住别欠人情”，“我年轻时在

粮食坊子做事，就没有欠过人家的情。人

家买卖粮食，过磅不压称，去皮也公道”。

父亲总是把在“粮食坊子”当经纪人的经历

作为他最大的自豪。

记得那是5年前的一个春天，本来身

体很好的父亲，突感不适，眼睛和皮肤发

黄，到市里一家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肝癌导

致的急性黄疸。家人们难过地商量着是不

是做手术，毕竟父亲已经80岁的高龄了。

医生的建议是做手术只能缓解黄疸症状。

最后同意了医生的意见，做了胆管引流手

术。在父亲住院的那一个多月，是我工作

后陪伴他最多的日子。父亲再次给了我太

多的教诲。

“你现在给公家做事，记住不要多

占。”“别要人家的东西，欠人家的难为情，

让自己下不来台。”每当父亲说到“难为情”

时，我就会玩笑似的说：“是不是您怕我被

卡住啊？”

作为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来说，每一

个字都有很深的含义。随着阅历的丰富，

汉字文化理解也越来越深。曾经，我对

“卡”做了认真分析。“卡”字，有两种读音。

字典里给出的解释是：

卡 [qiǎ]

1.在交通要道设置的检查或收税的地

方：关～。～子。

2.夹东西的器具：发（fà）～。领带

～。

3.夹在中间，堵塞：～壳。鱼刺～在嗓

子里。

卡 [kǎ]

1.用手的虎口紧紧按住：～脖子。

2.把人阻挡住：～住敌人的退路。

3.机械工程的专用工具：～钳。～

尺。～规。

不管哪种解释，似乎都离不开上下之

间的“一横”。父亲虽然说不出“卡”字的文

学解释，但我相信他老人家懂得“卡”的真

正内涵，一生秉承不被“卡”。

当前，新一届中央领导把反腐提到历

史从未有的高度，把党的纪律摆在法律之

前，提出“党纪严于国法”。试想如果人与

人之间清清楚楚，公私利益明明白白，不存

在“卡”中间的那一横。如果在工作中上下

分明，在生活中少一点难为情，我们的社会

不就风清气正，我们的国家不就多一分法

治，少一分人治了吗？

——从父亲教字悟出的家训

二三十年前，我国农

村还是使用传统的人工播

种机。随着农业现代化进

程的推进，使用了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农机具不见

了。但是这两年，在豫北

农村，一部分农户愿意播

种几厘地、几分地的谷子，

因此这种人工拉耧的形式

又出现了。它很适合小地

块，几户农民合作完成。

有位近80岁的老人，家在距县

城较远的贫困山区，患有高血压肺

气肿等多种疾病，无法上下车，眼睁

睁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办残疾证的机

会。那些需要办残疾证的，多么渴

望进村到家的服务啊！生活中这类

现象不在少数。

谁都知道服务到家工作才算到

家了，可总待在办公室里为残疾人

服务，怎能急他们之所急？他们咋

会有更多获得感？“群众利益无小

事”，比挂在嘴上更重要的是落实；

到家不到家，折射出为民的心的温

度。要缩短为官者与民的距离，先

要除净他们骨子深处的官老爷思

想、衙门习气。

现在每每到单位里去办事，工

作人员的服务体贴、周到，热度很

足，可惠民没有惠泽最需要惠泽的

人群，很显然为民服务的心还没真

正到家，对工作的热度还不够。为

克服工作中服务中不乏雷声大雨点

小不均匀有死角的现象，考核工作，

不能只听口号汇报，不能只看材料

数据，一定要全方位立体式考察工

作的质量，既要看对工作深入了多

少，投入了多少，到位了多少，效果

咋样，又要察看被服务的人群获得

了多少，满意度如何？有没有死

角？往往死角里蕴含着大问题！心

到家了，制度也就会相应地跟上，措

施也就会相应地完善，如此，打造服

务型的公职人员、单位及政府，才会

永远在路上，才会成为很有温度的

自觉。

心到家了，服务才能到家，对其

他单位、团体而言，也是如此，对工

作高标准严要求，让人们有更多获

得感，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做人难，做好人更难，一辈子做好人更

是难乎其难！倾其所有，竭尽全力，真心实

意服务村民，不图回报。你相信有这样的

好人吗？

清明节刚过，一个噩耗在安阳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产业小镇东小庄村传开：“63

岁的村民王爱只得急症不幸去世。”听到这

个消息，村民们一百个不相信。大家去吊

唁她，都是痛哭流涕。

王爱只既不是党员干部，也不是贤达

名士，就是一位普通村民。村民认可她，是

因为她乐于助人，性格温和，从没跟人吵过

架，闹过别扭。

王爱只懂点风水学，谁家修房盖屋，结

婚典礼，都想选个吉日，她总是有求必应，

直到村民满意。村民谁脚崴了，胳膊关节

错位了，她能对上，而且是义务帮忙，从不

收费。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有人来

叫，她马上上门救急，没有一句怨言。一

次，王爱只身体不适，刚躺下休息，听到急

促的敲门声，本不想开门，又怕来人受罪，

强打精神开了门。原来一位村民干活崴脚

了，疼得不能动，她顶着难闻的脚臭为那位

村民对上。累得王爱只满头大汗，看到村

民满意地走了，王爱只才放心去休息。王

爱只究竟为全村村民办过多少好事，连她

都记不清了。

王爱只人品好，崇尚积德行善。村里

有个白衣菩萨庙，在王爱只等人不懈努力

下，申报为县级文物，文管所成了全村老年

人的好去处。每年村里过庙会，她总会主

动带领部分老人让村民自愿捐款唱大戏，

丰富老年人娱乐文化生活，已经连续唱戏

多年，受到村里老年人欢迎和支持。

王爱只为村民服务不分贵贱，有无权

势，一视同仁，真诚相待。村民感叹，像这

样的好人咋说走就走了，老天也没长眼，咋

不让她多活几年？

让村民念念不忘，记在心里的一定是

好人！

时下，刷卡消费盛行，但其存在的诸多

隐患不可忽视，即便卡不离身，也未必绝对

安全。在此提醒消费者刷卡消费时切记做

到“四不要”。

不要泄露个人重要信息。消费者的姓

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和密码4项个人

信息，是银行卡服务中身份验证的重要信

息。只要涉及这些，都要提高警惕，千万不

要轻易泄露给他人。

不要将密码写在卡上。一些人图方便

习惯把密码写在银行卡背面，一旦银行卡

被盗，卡内的钱款很容易被取走。

不要随便签名。签字前应注意核对消

费金额，正确无误再签名。

不要随意丢弃交易单据，以备日后核

查，也可避免被仿冒使用，以防止安全信息

丢失。

一名经常出现在医院取药处专偷患者

财物的老妪，万万没想到再次出手就被蹲

守的警察逮个正着。日前，这名老妪被社

旗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犯罪依法批准逮

捕。

今年72岁的李某，因独自一人常居在

社旗县城附近感到无聊，就经常出入于社

旗县妇幼保健医院取药处。久而久之，因

她不寻常的形迹引起了众人注意，并举报

给公安机关。110接到举报后，随即指派3

名反扒民警蹲守。3月21日上午10点左

右，李某在取药处将一女子手机偷走后用

一个布袋遮着，正装模作样打电话准备再

次作案时被蹲守的反扒警察抓获，并从其

身上搜出刀片一个。民警询问时她矢口否

认，还说到医院是买治糖尿病药的，身上装

的手机是自己捡的，刀片是平时割蚕豆吃

用的。在调取监控视频时民警们发现，李

某于3月8日上午9点多，在同一地点盗走

一个病号内装 900 元现金、3 张共计

105000元借条、1张购房缴费单、1张银行

卡的小皮包以及李某经常出现在取药处的

视频。

“恭喜你，抽得了一等奖，奖品

是原价3888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只

用799元马上拿回家。”就是这种拙

劣的广告语，却让李先生吃了大亏。

近日，商丘市消协接到李先生

投诉，称前几天市区某手机店门口

摊点做活动时，自己“幸运”地抽得

一等奖，花了799元将原价3888元

的笔记本电脑买回了家，可好心情

还没维持多久，在一次上网查询时

发现该品牌生产商没有生产过这一

型号的笔记本电脑，难道是山寨

货？抱着怀疑的态度，李先生找到

了那家手机店，却被负责人告知该

笔记本并非该店出售，无法退换。

接到投诉后，消协工作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要求店方给予解释，并

提供进货发票。面对询问，店老板

给出了答案：前段时间在手机店门

口摆摊的人员并非该店员工，只是

事先征得店方同意，临时占用了店

门口人行道做活动，与本店无任何

关系，拒绝赔偿。由于找不到被投

诉主体，调解无法继续。在此，消协

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天上掉

馅饼，在你觉得幸运“中奖”的同时，

有可能你已经上当受骗。

特别提醒

□李志杰

刷卡消费切记
“四不要”

凡人善举

□乔光

王爱只：
让村民念念不忘

又见人工播种

今年以来，原阳县法院着力从思想重

视、建章立制、廉政教育、审务督察和查办

案件等五个方面入手打好“组合拳”，全力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该院形成院长负总责、纪检组长亲自

抓、各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具体抓的工

作格局。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廉政教育、

审务督察，以信访举报为线索，加大违法

违纪查处力度。

（闫智峰 孙海洋）

原阳县法院打好廉政建设“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