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这就是车水马

龙这个成语的源头了。

车是很老的一个汉语词汇了，2000

多年前，屈原就写出了“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这样壮烈的战争场面。

我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出生的，18

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豫西一个偏僻的山村

里，恢复高考让我从一个“土包子”变成了

“非农业”，工作后从一名教师到了县委大

院，又从县委大院进入了媒体。

几十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见

证了祖国一日千里的发展变化。

今天咱不说别的，就说说车吧！

我第一次看到的机动车是拖拉机

小时候在农村看到的都是牛车、马

车，当时的农村胶轮架子车都很少，木轮

的独轮车也不多，做庄稼都是靠一根扁担

担担挑挑，一根柔软的桑木扁担都会让左

邻右舍很羡慕。

应该是1970年前后吧，邻边大队买

了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就是像电影

里坦克的那种。秋收后要种麦子，这个大

家伙出来犁地了，乡下人都没见过机器犁

地，稀罕，地边地头都是人，还有抱着娃娃

出来看热闹的妇女们。

当时挂在拖拉机后面的犁还不像现

在一样拐弯时会自动翻转，犁上还要坐一

个人手工操作，拖拉机一使劲冒着黑烟突

突响，翻出来的新土有两三米宽。

我当时站在地边，小心脏乱蹦，最羡

慕坐在犁上的那个操作手了，梦想着有机

会一定坐上去来来回回跑几遭。

再后来，公社有了农机站，农机站有

了一辆专门搞运输的拖拉机，司机是邻村

的，名字叫张拉子，我第一次坐的机动车

就是他开的拖拉机。

那一次是张拉子给我们生产队拉炕

烟煤，卸完了煤他要放空回农机站，我和

村上几个同龄的小孩任凭他怎么吓唬都

在车斗里不下来，最后队长递了烟说了好

话，张拉子答应拉着我们跑一段。

拖拉机一开，我们激动得不行，走了

有三四里路，司机让我们下来了，因为坐

的是拉过煤的车，手黑了、脸也黑了，好像

天已经昏苍苍的了，几个小黑娃很兴奋地

徒步回家了！

我的红旗牌大链盒自行车哟

1979年，我在镇上读高中。

镇上有个要好的同学家庭条件好，每

天都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我看他预备、起

步、翻身骑上自行车的身影，那真是要多

帅有多帅！

后来我给他说，想学着骑骑他的自行

车，他居然答应了。

大夏天正晌午头，我俩来到了学校附

近的一个打麦场上，同学扶着自行车的后

架教我，尽管怼到麦秸垛上了好几次，总

算能自己骑着走了，当时就想，我啥时候

能有辆自行车啊！

1983年我大专毕业后分配到老家乡

下教书，工资每月49.5元。

当年9月上旬开学，一到校就发了三

个月的工资，将近150元了，好厉害，这么

多钱可怎么花呢？

学校距离我老家有三十里路，我的第

一个念头就是买一辆自行车。本来想买

飞鸽、永久、凤凰牌自行车的，买不到，正

好有大链盒的二六红旗牌自行车，一咬

牙，就花了120元置办了我的第一辆专属

交通工具。

1987年，我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就是

骑着这辆自行车、驮着行李报到的。

弯把变速自行车被偷了，我买了
一辆玉河摩托车

1989年底，我来郑州工作了。

除了工作，我找到一所中专给人家代

课，讲应用文写作，一个课时的报酬是18

元，一次课三个小时。

学校离我租住的地方比较远，我花800

元买了一辆弯把变速自行车，这在当时很流

行，撅着屁股骑变速车曾经是郑州街景。

没多久，我的弯把变速自行车就被偷

了，为了不耽误上课挣钱，又咬了一次牙，

买了一辆南京产的玉河牌摩托车。

当时郑州的大街上，啥车最多？一是黄

面的，第二就是玉河摩托车了。这个小摩托

车是无级变速的，也不用驾照，会骑自行车的

人上去稍一熟悉开着就走了，挺方便的。

为了“显摆”我的这辆摩托车，我曾经

骑着它回100公里外的老家过一次，用了七

八个小时骑到老家，手木了、脚麻了，头发上

都是尘土，狼狈得很，现在想想，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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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三大法宝”激活发展潜力
林州 改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银保监会整治银行保险机构
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

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
10月30日在洛阳开幕

副省长武国定在驻马店市调研
机制砂石推广应用时指出

加强机制砂石推广应用
探寻滥采河砂治本之策

本报讯（记者黄华）10月9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驻马店市泌阳县调研机

制砂石生产工作。

武国定来到泌阳县金鼎再生资源

利用有限公司，认真参观机制砂石系列

产品，并深入车间了解机制砂生产制造

的技术工艺等情况。

武国定指出，推广应用机制砂石，既

能促进尾矿废石的资源化利用、防止环

境污染，又能替代天然河砂、满足市场刚

性需求，是一举多得的好事。随着我国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砂石需求量

越来越大，现有河砂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目前，机制砂石生产工艺也已成熟，

我国机制砂石使用占比达到80%，而我

省机制砂石总供给量不足30%，还有很

大发展空间。下一步，发改、水利等部门

要深入研究国家相关政策，尽快出台推

广应用机制砂石的具体措施，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要坚持统筹规划，在适宜生

产机制砂的地方规划建设规模化、现代

化的机制砂生产企业，做到科学布局、有

序生产。要加强宣传引导，逐步提高社

会对机制砂的认识和认可度，增加机制

砂石市场应用份额。机制砂生产企业要

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方向，

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不断满足

市场需求。要通过机制砂石的推广应

用，从根本上解决滥采河砂问题。

武国定还调研了宿鸭湖水库清淤

扩容工程，他强调要加快进度，科学施

工，确保工程安全。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勇
实习生赵明星）10月10日，记者从第二

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

国农民体育协会、省农业农村厅、洛阳市

政府主办的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

将于10月30日~31日在洛阳举办。

本届论坛以“引领·聚焦·融合”为

主题，坚持农民主体，设置一个主论坛、

三个专题活动和四项同期安排。主论

坛将发布2019年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

和发展指数；“三农”领域知名专家学

者、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农广校、农

业职业院校等教育培训机构代表做专

题发言；邀请高素质农民代表分享成

长成才经验。三个专题活动包括：创

新引领·农民教育培训十大宣介，精准

聚焦·农民教育培训提质增效，深度融

合·农民教育培训创新实践。四项同

期安排包括：基层农广校校长、教师和

优秀学员三个线下培训班，一个线上

培训班，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十大

宣介”成果展示，河南省农民教育培训

成果展示、农产品展示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强
宋永亮）10月10日上午9时，中国·上蔡

第十七届重阳文化节开幕。开幕式上，

与会领导为9位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颁发了长寿金，并对10名孝心模范和

10个孝道家庭进行了表彰。

上蔡县是中国重阳文化的发祥地，

2005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把上蔡县

确认为中国重阳文化之乡。本届重阳

文化节突出“登高赏菊敬老·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活动主题，

弘扬中华孝道和敬老之风，倡导祥和稳

定、诚信友善的社会风尚，以重阳文化

节庆活动为载体，用内容丰富多彩、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承孝道美德

和重阳习俗，扩大上蔡知名度，努力把

上蔡打造成全国重阳文化的节庆盛典

地和孝文化传承中心。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杨红
梅郭建立高月）“新安养育了我，我想回

家乡做点事情，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今

年27岁的张磊是新安县磁涧镇人，也是

该县新招录的高层次人才。今年9月，她

和同为研究生毕业的丈夫从浙江回到新

安，共同完成人才认定，成为人才新政出

台以来，该县引进的第一对“夫妻档”人

才。

近年来，新安县围绕引才聚才、育才

储才、用才惜才等环节，巧用“三大法宝”，

打造充满活力的人才生态系统，人才创新

创业创富的激情竞相迸发。

突出政策引领，打造引才聚才“强磁

场”。该县出台《新安县关于引进研究生

学历人才的实施方案》，通过对企事业单

位引进的急需高层次人才给予生活补贴，

今年引进的30名急需高层次人才均已入

职。通过相关政策支持，近年来，新安县

引进研究生以上人才345人，其中博士研

究生41人。

重视培养选拔，扩大育才储才“蓄水

池”。在各镇设立乡土人才服务站，组织

创新创业培训40余场，建立乡土人才信

息库，对乡土人才和人才服务乡村振兴项

目进行摸底排查，已排查入库乡土人才

1030人，人才服务乡村振兴项目85个。

开展拔尖人才评选活动，目前共选拔出县

拔尖人才11批267人，3年届期内每年享

受人才津贴5000元。

发挥人才智力专长，构筑用才惜才

“凤凰台”。积极推荐专家人才当选“两代

表一委员”，以提高专家人才的政治待遇，

目前专家人才中有市党代表1人、市人大

代表3人，市政协委员3人，县人大代表4

人，县政协委员7人。

“尊重人才创新、支持人才创业、鼓励

人才创富，在新安已经成为一种价值导

向、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时代气息。”新安

县委书记宗国明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俊
强 李政）今年以来，林州市卫健委在全

市卫健系统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作风建设年”活动，通过宣传

发动、自查自纠，对照三类九项进行重点

整治，以走访调研、问卷调查、征求意见、

群众座谈等方式，截至9月底，共查找出

突出共性问题三类，个性问题98个。

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多的住院押金

负担重问题，在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政策的基础上，鼓励

各医疗单位逐步实现对所有参保居民

的全覆盖。上半年，东岗、河顺、临淇等

7个乡镇卫生院率先实现了“先诊疗，后

付费”，目前已扩大至横水、合涧等乡镇

卫生院。

针对群众反映的部分医院服务态度

不好、没有无线网络、没有24小时热水、

食堂饭菜质量不高、厕所卫生状况差等

问题，全市各级医疗单位加大投入，立行

立改。截至9月底，全市19个医疗单位

中，已有16 个单位达到全院区24小时

提供无线网络和热水，食堂饭菜品种丰

富、质量提升，厕所卫生干净整洁。

针对部分群众反映就诊不便捷、流

程不清楚等问题，各医疗单位优化就诊

布局和流程，增设各类导医标识，设立志

愿服务站，完善各类便民服务设施，为患

者提供周到服务。截至目前，19个医疗

单位已全部整改完毕，为患者提供更加

优质的就医环境。

“到目前为止，我们查找的共性问题

中，第一类问题完成整改47%，第二类

问题完成整改52%，第三类问题完成整

改84%；个性问题完成整改90%。下一

步，林州市卫健委将按照市纪委专题部

署，把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活动

引向深入，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舒适便

捷、优质温馨的医疗服务。”林州市卫健

委副主任王广俊说。

上蔡第十七届重阳文化节开幕

10月9日，内黄县近

千名老年人聚集在县老干

部教育活动中心，表演歌

舞、腰鼓、太极拳、柔力球

等文体节目，拉开了该县

第23届老年人运动会帷

幕。据了解，本届运动会

共设门球、象棋、钓鱼、太

极拳等七大类十二个小项

的比赛。通讯员 张晓霞
刘超本报记者秦名芳摄

一个非职业司机的非典型纪事

内黄

歌颂新时代
老人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田明）10月10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十二届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复赛决

赛将于10月18日至11月2日在北京、

河南分阶段举行。这是该比赛首次落

户河南。

省政府副秘书长尹洪斌介绍，“汉

语桥”系列中文比赛是由孔子学院总部

主办的大型国际汉语比赛项目，包括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汉语

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汉语桥”全

球外国人汉语大会三项比赛。自2002

年举办至今，“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已

吸引150多个国家的140多万名青少年

参加，被誉为“汉语奥林匹克”，已成为中

外人文交流领域的知名品牌活动。

第十二届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复

赛决赛由孔子学院总部和省政府主办，

省教育厅、郑州市政府和河南广播电视

台共同承办，欢迎仪式、复赛、决赛及颁

奖典礼等主要活动均在河南举办。将

有105个国家119个赛区的262名师生

来华参加比赛，是参赛国家最多的一

届。比赛将决出总冠军1名、洲冠军5

名、一等奖5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5

名、单项奖5名。

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首次落户河南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0月10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通往郑州市主城区

最近的收费站——航空港区北收费站

正式开通，对豫A牌7座以下小型车辆

实行免费通行。

“收费站开通后，可有效缓解机场互

通交通压力，港区北部市民去往郑州主

城区的距离将缩短10公里。”省收费还贷

高速公路管理中心主任尹如军介绍。

郑州航空港区北收费站开通
豫A牌7座以下车免费通行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国银保监会

日前印发通知,开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

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以切实维护银行保险

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了解,整治工作以银行保险机构自查

为主,监管部门适时开展督导和抽查。2019

年10月至11月,各银保监局组织辖内各银行

保险机构开展对照自查,在自查基础上积极

完成整改。10月至12月,各银保监局针对重

点机构和重点业务,适时开展监管抽查。

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要压实深化

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的主体责任,要加

强顶层设计,完善产品服务管理、投诉管理、

信息保护、内部考核等制度办法,对机构自查

和监管抽查发现的问题要逐一建档立案,一

次性问责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