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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陈健

高温炙烤着城镇爱心帮扶队员卖包菜

凡人善举
□张超

文明村庄约文明
乡村新事
□薛金山燕红妹

民生关注

□本报记者李政

中原影像

□吕忠箱摄

连日来，天气持续高温，为确保一线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健康，7月23日，宁陵县总工会“送清凉”活

动慰问组深入县医院住院部建设工地、宁陵县中医院建设工地、县长江路铺筑现场、嘉施利（宁陵）有限公

司开展“夏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下作业的施工人员进行慰问，为一线职工、农民工送去价值3万余元的

毛巾、白糖、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

连日来，我所工作和生活的豫

南小县城，太阳炙烤，如同下火。

高温酷暑下，坚守岗位仍在街头指

挥交通、打扫卫生的交警和环卫工

人们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然而，炎

炎烈日下，有的单位在临街的大门

前，摆上了饮水机，专供在街头一

线辛劳的人们和过往行人饮用；有

的企业为执勤的交警送去了矿泉

水、西瓜等解暑物品；一些行人随

手为环卫工人递上一个西瓜，一瓶

矿泉水，或一罐冷饮。这些举动和

行为，是人性之美的流露，是对极

端天气下辛勤工作的人们发自内

心的尊崇。正如一些人所言，高温

在炙烤着城镇爱心。

当前正值酷热难当的盛夏，这

些从机关到企业再到行人所表现

出来的暖心之举，生动地诠释着城

镇的文明，传递着浓浓的爱心。只

有让这些爱心行为得到充分的弘

扬，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单位、企业

和个人踊跃地加入到爱心大军中

来，继而成为城镇文明形象的积极

塑造者和维护者。如何让爱心不

断地传递，把暖意不断地扩散？

以笔者之见，首先要利用各种

媒体对爱心行为进行大张旗鼓的

宣传，以至于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浓

厚的舆论氛围，使全社会对爱心行

为尊崇有加，见贤思齐；其次，要积

极广泛地开展“爱心之举随手拍”有

奖征集活动，发动群众对身边的爱

心行为通过相机、手机拍摄下来，记

录城镇爱心的点点滴滴；其三，在大

街上、居民小区等醒目的地方科学

设置“爱心榜”，把奉献爱心者的感

人事迹一件件荣登其中，供市民瞻

览，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四，要

适时开展表彰活动，对爱心机关、企

业和个人给予必要的表彰。

唯有多采取一些弘扬爱心的

举措，爱心才不会被冷落，才不会

萎缩，才会有效地扩散，才会有越

来越多的机关、企业和个人加入到

奉献爱心的行列。

近段时间扶贫帮扶队员张莉卖包菜

的事在柘城县微信朋友圈中被传为美

谈。

说起此事，张莉一脸腼腆，说这是小

事一桩，根本不值得一提。

小事也能看担当。今年38的张莉，

是柘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主任科员。

2015年她到距离县城25公里的伯岗乡

李显武村帮扶。该村村民刘涛是她的帮

扶对象。

刘涛承包了100多亩土地种植经济

作物，其中包菜种了20多亩。现在到了

包菜的成熟期。但由于今年的包菜行情

不断走低，之前合作很好的收购商不愿

意来收购了，这让刘涛心急如焚。眼看

着20多亩的包菜要烂在地里，这个时候

刘涛想到了帮扶他的张莉。

张莉得知情况后告诉他，困难面前

不能坐等，要积极想办法，主动出击。她

利用朋友、同学关系，帮忙联系各中小

学、超市、养殖场推销包菜。张莉说，能

多卖一斤是一斤。除了陪刘涛去集市上

销售以外，张莉还发挥媒体优势，在微信

朋友圈大面积推广，通过媒体力量呼吁

人们购买爱心包菜。这样一来刘涛每天

都能销售六七千斤包菜，销路越来越好。

在张莉的呼吁下，柘城县掀起了购

买“爱心包菜”的热潮。不到半个月十多

万斤包菜就销售一空。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社旗县

年过九旬的抗战老兵丁韩章多年来卧床不

起，多亏了养女和女婿的悉心照料，知情人都

说老丁有福气。

今年94岁的丁韩章，1929年到国民党部

队当兵，是黄埔军校18期学员，因在与日作战

中勇猛顽强被提升为连长，后在解放郑州时

弃暗投明率部起义，“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

平反后在学校教学，1989年光荣离休。社旗

县饶良村的徐长坡，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

兵，1993年与丁韩章养女丁兰慧结婚。丁韩

章的老伴去世后，他就和养女、女婿一起生

活。2008年，无情的厄运降临到85岁高龄的

丁韩章身上，老人在遭遇一场意外事故后在胯

部安装了金属股骨头。尽管如此，性格坚强的

老人生活还能自理。然而，祸不单行，2012年

丁韩章不慎又从床上摔下来，金属股骨头潜出

而卧床不起。疼痛的折磨，使老人变得性情暴

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但徐长坡从不计较岳父

反常言行，在岳父面前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视

为亲生父母孝敬有加，尽一个女婿的责任，让

老人多得安慰。5年间，丁韩章6次住院，白天

都是由丁兰慧陪护，夜间由许长坡照料。“我这

样做，一来想到老岳父打小日本时命都不怕丢

了，我熬个夜受点罪又有啥，二来为孩子做榜

样。”徐长坡噙着眼泪说。

如今，丁韩章尽管躺在床上不能行走，但

他心里明白若不是徐长坡夫妻的精心照顾，

恐怕这条老命早就没有了。父母是孩子最好

的榜样。看到爸妈对外公如此孝敬，徐长坡

的儿子几次对他们说：“等你们老了，我也会

像这样伺候你们。”

近年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

开放，在农村有不少单身的中老年男女

重温春梦，梅开二度，追求浪漫和幸福，

双双结合，重筑爱巢，本无可非议，但是

他们不依法进行婚姻登记，就结成了“半

路夫妻”，这种现象见怪不怪，且普遍存

在。其实，这种做法属于违法行为。

这些中老年人再婚为什么不去登

记？这些人中，有的认为，结婚登记是年轻

人的事情。上了年岁再像年轻人那样登

记，不光彩，不体面，丢人现眼；有的法律观

念淡薄，认为反正没有生育能力，生米也做

不成熟饭，有证无证无所谓；还有的人则是

怕子女反对，就偷偷地结成“地下夫妻”。

对于这样“不打铃先开饭”的“新型

夫妻”，一旦新组建的家庭发生矛盾，有

了破裂，是根本不受法律保护的。受害

一方会有苦难言，有冤难伸，以致落个哑

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敲锣找孩子

——丢人打家伙的下场。同时又会影响

社会稳定、和谐，造成不良影响。

我国《婚姻法》早有明文规定，无论

青年人结婚，老年人再婚，都应依法登

记。

有鉴于此 ，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应

及时加大和加强对那些未婚同居者进行

法律常识宣传和教育，对那些不符合《婚

姻法》再婚现象应给予制止，以维护法律

的严肃性。

7月10日，安阳市北关区柏庄

镇后万金村全民“约”文明行动引起

周边村民的一致好评与称赞。

原来，以翟永军带头的万金村

“两委”干部，为了促进全村人提高

综合素质，文明待人、文明做事，结

合本村实际，经过多次会议反复研

讨，制定出村规民约条款，并将之喷

绘成条幅，挂在村里最醒目的地方，

供全村人学习、比对；争做文明人，争

做文明事；力争以真正的文明村庄姿

态入选“河南省文明村庄”行列。

为此，村里成立了禁毒禁赌

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红白

理事会，会员由村里各小组推选的

有名望的、能代表群众意愿的优秀

村民组成。

农村有句俗话：黑白布衫轮着

穿。也就是说，谁家都要娶媳妇嫁

闺女，谁家都要出殡人，如此“黑布

衫”和“白布衫”，家家会轮到、户户

要经历。然而，严重的攀比心理使

得农村人在操办“红白事”上搞排

场、比阔气，使得一些经济困难户在

经历“红事”或“白事”之后，债台高

筑，苦不堪言。村里的“红白理事

会”正是针对“搞排场、比阔气”这种

陋习而成立的。它的成立，将监督

村里的“红白事”，让村民在操办“红

白事”上节省更多不必要的开支，引

领“新事儿新规办”的文明新风尚。

近几年，通过村“两委”干部坚

持不懈的督促工作，村民综合素质

大大提高，邻里纠纷与家庭矛盾逐

年减少，村风建设取得了立竿见影

的骄人成绩。而今，“约文明”活动

设立了“五好家庭光荣榜”、“善行

义举榜”，村里已被评选出的家庭

和个人更是“榜上有名”。相信这

种“标榜”效应会促使村民争相向

上，人人走向“榜上有名”。

在《后万金村民议事会工作制

度》里，村民享有“知情权、建议权、

表决权、监督权、管理权”等权利，

这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贯彻精神；同

时，让我们看到一个民主的万金

村，一个“人人都是主人翁 ”的万金

村，一个奋进于文明之路上的万金

村！相信不久的将来，万金村将成

为周边村庄学习的榜样。

柏庄镇后万金村，文明村庄约文

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将为新农

村乡风民俗文明建设做出有益尝试。

如今，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发

展，微信、QQ在拉近人与人之间距

离的同时，也拉近了消费者与各商

家的距离，为此不少商家通过QQ、

微信进行营销。近日，有消费者通

过电话咨询消协，通过微信、QQ购

物是否可靠，所购的商品是否有质

量保证等相关的诸多问题，为此，消

协专门咨询了有关质量监管部门和

网站相关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通

过微信、QQ购物一定要谨慎，小心。

建议消费者首先要确认卖家

的真实信息。微商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商家直接通过私人微信账

号进行交易，通常不具备经营资

质，一旦出现消费纠纷，很难进行维

权。建议消费者谨慎选择。如果对

方是通过微信认证的商家，一般在

微信公众号上交易，一旦出现纠纷，

商家与微信平台都有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责任。其次消费者还要避

免直接汇款到个人账户。建议消费

者尽量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付款比

较可靠。建议消费者购物后要保留

购物凭证。消费者在交易时应注意

保留好聊天记录，付款记录和卖家

信息等凭证，以便如果发生消费纠

纷时有维权实据。

好心好意帮助亲戚办理丧事，

却由于点燃路灯时粗心大意，结果

造成同时帮忙的人员一死三伤。6

月20日，经唐河县检察院公诉，该

县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判

处胡华春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3月1日，唐河县湖阳镇村民

胡某国因病亡故，作为亲戚的胡华

春得知消息后赶来帮忙办理丧

事。出殡的时候，当地有一种风俗

叫点火把送路，即将棉布柴草绑在

木把上，浸泡柴油后点燃，称为“路

灯”，在送葬时高举，照亮通往前方

的路。胡华春帮忙点燃路灯，由于

粗心，违反用油常识，将桶装的柴

油直接泼洒到燃烧的火把上，引发

柴油桶内油气混合物爆燃，致使持

火把的胡某华、胡某斌、胡某海、胡

某志等4人被火烧伤，胡某华被送

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受伤的

胡某斌等3人向公安机关电话报

警。

特别提醒

□邢娜

微信购物陷阱多
网络消费需谨慎

闻者足戒

□牛凌云凌杰

送葬帮忙点路灯
油桶爆燃人伤亡

“我替父亲把执行款带来了，不能容

忍家里人成‘老赖’，太难听了！”日前，安

阳县法院执结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被

执行人朱某的儿子不愿让父亲落下“老

赖”的名字，代替父亲履行了9万余元执

行款。

被执行人朱某欠王某9万余元机器

设备款迟迟不还，双方形成诉讼。法院

判决后，被执行人朱某仍未履行。案件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于6月16日将

被执行人朱某司法拘留。朱某儿子从外

地回家后，得知自己父亲不但因欠他人

钱被法院司法拘留，而且还落了个“老

赖”的名字，遂决定代替父亲履行判决义

务。“这名字太难听了，对家人影响也不

好，天天看手机、看电视，知道法院都在

大执行，知道迟早也躲不过去的。”6月

21日，被执行人朱某的儿子专程来到法

院，与执行干警一番沟通交流后，将9万

余元案款全部送到了法院。为让申请人

尽快领到执行款，执行干警立即与申请

人王某取得联系，当日下午，王某领取了

全部执行款，案件圆满执结。

中老年再婚
也要依法登记

基层呼声
□束子生

不让父亲成“老赖”
儿子代替父还债
竟有此事
□黄宪伟李福拴

赤日炎炎送清凉宁陵县总工会

久病床前有孝子
农家故事
□赵兰奇刘鲜芝张天增

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养有猪牛羊兔

等家畜，每到暑假，除了做作业，我和伙伴们

每天的任务就是割草。

农村是一个天然生产草的地方，到了夏

天，村庄边、房屋后、山坡上、树荫下、田埂旁、

溪河畔，到处都有茂盛的绿油油的青草。

割草首先要准备的是镰刀。因为年龄小，

我们拿不了大人用的镰刀，于是我们就找来废

弃的铁勺和废旧刃镰片，请大人帮忙，做成一

把把小巧玲珑的镰刀。镰刀做成后，还要把镰

刀磨得锋利些，这样割起草来又快又省力。

一放假，我和伙伴们就背着筐子，拿着镰

刀出发了。我们常割的草有猪殃殃、狗尾巴

草、葛巴草、茅草等。我们左手拢住一把草，

右手挥动镰刀，双手不停地移动，配合默契。

镰刀过处，发出清脆的声音。听着这悦耳的

声音，一把又一把的青草，被我们放进篮子或

筐子里。

割草时不小心就会割到手，但是我们个

个都很坚强，谁都不会喊痛，更不会掉眼泪。

那时，我们就用些石头粉末或泥土止血，简单

处理完了，忍着痛又继续割草。割草时最害

怕的就是遇到草丛中的蛇或树上的马蜂。

小孩子都爱争强好胜。你割了一篮子，

那我就要割一筐子；你割的草比我的干净，那

我割的草就要比你的鲜嫩。

割草累了，我们就会围坐在一棵大树下，

唱儿歌、讲故事、说笑话。我们还把从家里带

来的烙饼、红薯、糖果、大枣等吃食放在一起，

互相换着吃。我们还会到树林里捉知了、逮

蚂蚱，或者去河边拾些小石子瓦片什么的，打

打水漂，有时还下河摸鱼、捞虾、捉螃蟹。

经常割草，我们对哪种家畜爱吃啥草都

了如指掌。如猪爱吃灰灰菜、打碗花、野苋

等，羊爱吃节节草、虎尾草、白茅等，兔子爱吃

苜蓿草、蒲公英、燕麦草等，牛口宽，食量大，

啥草都吃。

大人们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各种草的用

途。有些草可以食用，如灰灰菜、绿苋、马齿苋

等。有些草还能治病，如地丁草、蒲公英等清

热解毒，车前草利尿排毒，刺芥可以止血等。

在割草中，我们还会有意外的收获。有

时我们会摘到几个香甜可口的野香瓜，撩起

褂子一擦便大口吃起来；有时还会发现一窝

羽翼尚未丰满的雏鸟，便找来虫子喂它们；有

时我们会挖到很多野菜，拿回家让母亲把它

们做成可口的下饭菜，吃得津津有味。

童年暑假常割草
冷暖人生
□张少刚

7月21日，郑州市经三路农科路枣庄社

区，来自开封市杏花营镇的瓜农刘东坡一手

用搭在脖子里的毛巾擦着汗，一手把过好秤

的西瓜递给前来买西瓜的市民，从上午8点半

到11点，在瓜车旁守了近三个小时的刘东坡

终于卖出去了一个西瓜。

65岁的刘东坡告诉记者，他这一车瓜在

郑州已经卖了三天，到现在还剩小半车，这几

天在郑州开着瓜车到处跑，没有个固定地方，

就连晚上睡觉也都是在文化路东风路交叉口

的天桥附近凑合。他说：“瓜车到哪都有城管

撵，谁都不让在各自管辖的片区卖瓜。”

临近中午饭点，气温已经高达37℃，刘

东坡晒得满脸通红，大滴的汗珠顺着脸颊往

下掉，他拿起自带的水壶连着喝了好一会才

放下。

刘东坡的午饭很简单，早上剩下的两根

半油条就着自己带的海带丝。记者问：“这能

吃饱吗？”刘东坡说：“就这就中，出来卖瓜没

啥讲究。”

“这瓜咋卖的？”“五毛，你挑吧。”过路的

老太太领着孙子随口问了句就又走了，一上

午的时间里问价的很多，真正买的却寥寥无

几。

刘东坡家里种了五亩地的西瓜，到现在

还有近两亩没卖出去，等这车卖完回去，刘东

坡打算把地里剩下的西瓜卖给瓜贩子，价格

是一毛一斤，虽然便宜但是没办法，因为地里

的西瓜基本都十成熟了，已经经不起像这样

拉到郑州来卖了。刘东坡说：“从四月份栽上

瓜苗到长成瓜，每周得浇一次水，现在一毛一

斤卖出去也就够浇水的电费钱，这两亩地的

瓜等于是白忙活。”

说话间，一个穿着白色短袖的人骑着电

动车在瓜车前停下，指着瓜车说：“瓜车赶紧

弄走，这里不让卖东西！”原来他是城管人员。

刘东坡开着瓜车来到鑫苑路福彩路交叉

口，本想在树下凉快会儿，还未站定，路对面

城管的巡逻车开着扩音器喊道：“卖西瓜的赶

紧走。”刘东坡赶忙启动瓜车往后倒。

下午3点，刘东坡在一处小区入口处30

米外停了下来。再过两个多小时，就到下班

时间了，刘东坡打算在这碰碰运气。

“妈，您上回买的瓜多少钱一斤？”正要回

小区的夏女士在瓜车边上打电话询问“知情

人”西瓜的行情，“瓜咋卖啊？”“五毛一斤。”

“你给我拍个熟的甜的稍微大点儿的。”“好

嘞！”刘东坡一边回应一边忙活起来。下班

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地，刘东坡的瓜车围满

了人。

忙活了一阵，车上的西瓜已经卖出去一

大半，刘东坡的心情好了，话也多了起来：“这

个地方是来对了，今天运气真不赖。”

晚上9点，车上还剩两个碰坏的西瓜，归

心似箭的刘东坡顾不上吃晚饭，把秤放到车

上启动瓜车往杏花营镇方向奔去。

瓜农刘东坡郑州卖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