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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编读往来

农村交通管理亟待升级

直击现场

百姓故事

连线基层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及道路通行条件的改善，农民家庭购置
的小轿车、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电动
车、摩托车等呈现井喷式增长。而与之
形成反差的是，农村群众落后的交通安
全意识及相对匮乏的道路交通安全防护
设施。

据了解，我省许多地方的乡村道路
和田间道路的硬化率已达95%。但是道
路建设资金的投入基本上仅限于路面浇
筑，后续的标识、标线、标牌、隔离护栏等
安全防护设施的投入，相比之下少之又
少，多数乡村公路属于多种车辆和行人
共行的混行道路。

受经济条件制约，许多农民购买的
是价格相对便宜、效能相对较低、安全性
能相对较差的“五小”车辆——两轮或三
轮摩托车、三轮或四轮低速载货汽车、三
轮或四轮电动车、微型面包车等，这些机
动车只要开着能跑，许多农民不会在意
其车况和安全性能如何。同时，每年大
量达到报废期的各类微型面包车、小型
轿车由城市流入农村，成为农村道路上

的“隐形杀手”。
在农村交通违法行为中，微型面包

车、电动三轮车、三轮摩托车违法载人、
客货混载、超载等现象非常突出。无证
驾驶、报废车上路在县乡道路上屡见不
鲜。一些货运车辆、报废车及三轮电动
（摩托）车不入保、不检测，在参与运输时
以低廉的价格和随叫随到的便捷而得到
群众喜爱。电动车从两轮到三轮、四轮，
已成为农村地区代步和运输的主要工
具。由于电动车无号牌，一旦发生交通
事故后逃逸，难以查找车主身份，给案件
侦破造成困难。电动车肇事，已成为农
村道路交通事故的增长点。

因此，应按照“政府领导、部门协作、
社会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原则，
全力推进农村交通安全体系建设。不断
建立健全和完善县、乡、村层层负责的农
村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机制，促使形成人
人关注交通安全、人人劝阻交通违法行
为、人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氛围，推进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常态化。

应在深入分析研究农村道路交通事
故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安排警力，加
大对农村道路的管控力度，及时对交通
事故隐患进行排查，督促相关部门进行
整改。依托“网格警务”工作机制，利用
派出所民警路熟、人熟的优势，深入农村
了解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做好信息收集
和交通秩序集中整治。

探索建立专兼职的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队伍，配合交警做好载货汽车、面包
车、电动三轮车、三轮摩托车的管理。强
化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将交通安
全课程列入义务教育范畴。加大马路市
场管理力度，及时查处违法占道行为，保
证道路安全畅通。在各村设立交通安全
联络员，对农村交通安全实行适时报告
制度，对农村道路隐患进行及时预警。

落实农村公路养护责任。在资金难
以及时到位的情况下，建议由政府牵头，
按照乡村分级分担原则进行资金筹措，
逐步完善农村道路的交通标志设施，加
强对特殊单位（如学校）、特殊地段的交
通标志设置，设立乡村公路养护基金，保

障问题路段能够得到及时养护。
完善农村公交运营网络，让农民出

门有车可乘，促使其自觉抵制违法客运
车辆。在县乡道路重点路口、重点路段，
适时组织排查，加大对无证驾驶、超速行
驶、超员超载、酒后驾驶、无牌无证车辆
上路和非客运车辆载客等交通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深入开展校车隐患排查整
治，加强农村中小学生上下学时段校园
周边交通秩序管理，严禁校车及短途客
运车辆超员运输。

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必须
凸显长效化和机制化，避免“警来我走、
警走我来”的尴尬，加快先进科学技术、
设施装备和管理手段的应用，提高农村
交通执法管理的科技含量，实现农村交
通安全防范网络建设的科学化、信息化。

从最重要的环节和最基础的工作抓
起，多方合力，久久为功，抓小抓早，抓细
抓实，必定能够有效地遏制农村地区道
路交通事故高发的势头，为乡村振兴创
造出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3

（赵全涛）

□龙敏飞

一段时间以来，弹窗广告越来越多——开屏广告、通栏广告、按钮广

告、浮动广告等总是不断地反复弹出。可怕的是，一些弹窗广告还涉嫌盗

取用户信息、侵犯个人隐私、进行色情诱导、借抽奖之名诈骗等。

应该说，整治弹窗广告，的确有过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整治之

后，其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何以如此？利益驱动使然。据报道，弹窗广

告已形成完整的利益链，电脑端弹窗广告每条低至1分钱，移动端弹窗广告

每条低至2分钱，一家公司单日最高可提供100万条弹窗广告服务。看似价

格低廉，因用户数量众多，其涉及的经济利益不菲。

《广告法》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

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

志，确保一键关闭。”此外，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

暂行办法》也规定，“不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未经允

许，不得在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中附加广告或者广告链接”。

为何许多弹窗广告敢以身试法呢？一个原因是消费者个人感到维权成

本很高，耗不起人力物力财力；另一个原因是，根据《广告法》规定，弹窗广告

罚款上限为3万元，这样的金额跟其收益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之一毛，不值

一提。由此可知，弹窗广告之所以成为“网络牛皮癣”并不意外。

治理弹窗广告需要对症下药。必须不断完善升级相关法律，提高

对弹窗广告的处罚力度，或者根据收益情况加倍处罚；考虑到用户个

体维权的尴尬，应尝试提起公益诉讼，用法律给广大用户撑腰。当前弹

窗广告这个“网络牛皮癣”已经铺天盖地，给广大用户的工作生活学习

带来了极大干扰。

有关部门在治理时绝不能再进行一阵风似的整治了。须下狠功夫、

下大力气，用更加严格的处罚和更加公正的执法积极作为，让肆无忌惮的

弹窗广告成为历史，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3

之所以爱看《基层之声》版，主要是因为《基
层之声》版反映的都是民生实事、群众呼声，件
件都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基层之声》版作为党报与群众之间的桥
梁，始终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起到了提醒、告
诫、关心、帮助的作用。能坚持每周拿出两个版
面来反映群众呼声，这在省级媒体中是比较少
见的，为《基层之声》版的坚守点赞。

我投给《基层之声》版的稿件，编辑老师都会
认真修改，甚至反复地通过电话、微信与我沟通，
以确保稿件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一篇篇反映群
众呼声的文章见诸报端，一个个久拖不决的民生
问题迎刃而解，《基层之声》版功不可没。

《基层之声》版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得
到圆满解决。对许多“难缠”的问题，《基层之
声》版并不是一登了之，还有“跟踪报道”“舆情
反馈”。我在《基层之声》版刊发的《乱丢单车，
有损文明》的报道，就是在《基层之声》版跟踪问
效后，问题解决的速度和效果才大大提升。

《基层之声》版充分发挥“无处不在的眼
睛”——广大热心读者和基层通讯员的作用。
让群众关心的话题上到版面头题位置、基层通
讯员的稿件时常唱“主角”，认真践行了群众办
报、开门办报的党报理念。

作为一名老通讯员，尽管在采访中时常遇
到困难和挫折，但当我看到问题得到解决，群众
露出笑脸，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使命感便会油然
而生。3 （靳国良）

治弹窗广告须下狠功夫

基层之声为民发声

“俺都 60 多岁了，干不了重活
儿，就是把成瓶的萝卜条、萝卜干装
进纸箱，每个月就能领 2000 多块
钱。”1月 25日，在固始县徐集乡王脑
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刚脱贫的村
民王安礼兴奋地说，这都得感谢“萝
卜哥”王有才。

王有才是合作社的理事长。为
了帮助贫困户和村民们脱贫、增收、致
富，这两年，他在萝卜深加工上下功
夫，着力打造“王脑萝卜”品牌，将村民
们种的萝卜加工成风味独特的萝卜
条、萝卜干装瓶出售，走俏市场。

走进合作社的加工车间，只见
30多名工人身着制服、佩戴口罩正
在流水生产线上有序地忙碌着。“这
些工人全是本村村民，其中近 20人
都是刚刚脱贫的群众。”王有才说。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统一引进和提供优质品
种，进行技术培训指导，保底价订单收
购，辐射带动附近村10余家种植合作
社规模种植优质萝卜3000余亩。

“社员种的萝卜不愁卖，每亩种
植订单萝卜的收入是种植水稻或小
麦的二到三倍。”王有才掰着手指头

算起账来：“按一斤萝卜 5毛钱算，亩
产6000斤只能卖 3000元；而挤干水
分后，6000斤萝卜可腌制成 1200斤
萝卜条、萝卜干，装瓶销售至少收入
6000元。”

“徐集乡发挥地域优势，大力发
展农产品深加工，着力培育了一批像
王脑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样的

‘小而精、特而优’的涉农小微企业。
目前，这些小微企业都成了助力脱贫
攻坚、促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乡
党委书记胡伟说。3

（丁昌铭）

“萝卜哥”的生意经

谨防乡村饭店成防控盲点
近日，笔者回农村老家，在乡村饭店就餐发现，许多乡村饭店消

毒设施不健全、消毒不及时，人员进出不戴口罩，饭店也不提供公筷
公勺。春节临近，农村红白喜事较往常频繁，大大增加了农村疫情扩
散的风险。

基层党委、政府应该紧盯这个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增加农村地区
疾病监测和防控能力，加强农村聚集活动的管控，切实提高监测敏感性
和疫情防控效率。各村级组织也应扛起严防责任，加强摸排和网格化
管理力度，做好返乡人员流动人口的追踪筛查，对婚宴和乡村集会严加
管理。用好“大喇叭”，强化疫情防控宣传，增强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安全意识、防范意识，引导乡村饭店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广大农民群众也应自我防范，在到乡村饭店就餐时，一定要自觉
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用公筷、用公勺、保持社交距离，不给病毒可
乘之机。3 （潘铎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人开始追求中医养生。常见一
些中老年人买些人参、黄芪之类的中药，用以平时泡茶，调理身体。
一些家长为孩子买阿胶枣、龟苓膏等，用以增强孩子的体质。在他们
的观念中，中药取材于自然，药食同源，吃一些清热祛火、滋补保养的
中药，相当于食疗，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常吃无妨。

中药不是零食，再常见的中药也不能乱吃。“是药三分毒”，中药
滥用同样会产生毒副作用。没病时乱吃中药，轻则增加肝脏负担，重
则造成肝脏损伤。健康的人，中药能不吃就不吃，能少吃就少吃。如
果身体真有病症，应该及时就医，通过医生开处方来科学调理，而不
应盲目“以身试药”。

作为中药生产厂家，应在中药说明书上标明禁忌及可能产生的
毒副作用，以防消费者误服误用；药监部门应加强对中药的监管，提
高医生和患者的规范用药意识；作为个人，一定要学习用药的基本常
识，改掉随意服用中药的陋习。无论是给老人、孩子还是给自己选用
中药，一定要科学、适度、谨慎，多向书本请教，常与医生沟通，绝对不
能把中药当成“零食”。3 （黄海涛）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速冻”模式下，仍有一些劳动者在寒风中
坚守。2004年起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提到：用人单位应支付
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中班、夜班、高温、低温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
下的津贴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手脚冻得像冰棍一样，从没享受过低温津贴，对于相当一部分劳
动者而言，这样的情形年年上演。低温津贴缘何会沦为纸面福利？
一是出台的相关规定，缺乏强制力；二是劳动者维权能力不足，导致
低温津贴落实不力。因此，用工单位首先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从“为
劳动者配备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等方面做好低温环境下工作的劳
动者职业健康保护工作，自觉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发放低温津贴。

应充分发挥好各级工会组织的作用。工会组织应积极推动低温
津贴的落实，并依法支持劳动者维权。通过有序引导，带动相关行业
和企业积极落实低温津贴规定。3 （杨玉龙）

莫把中药当“零食”

低温津贴不能沦为纸面福利

关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下）

2020 年 11月 12日，本报刊发《“僵尸”车
辆谁来管》的图片报道后，立即引起郑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重视。近日，郑州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致函本报称，报道涉及的“僵
尸”车辆已经挪走。

来函说，得知郑州市南关街与熊儿河交汇
处沿河小路上停放有“僵尸”车辆后，支队领导
高度重视，立即通知交警四大队到现场进行处
置。交警四大队发现，南关街与熊儿河交汇处
沿线有 3个小区，进出口都是熊儿河桥上的小
路，此小路没有路名，没有标志标线，因此无法
进行贴条处罚。联系的拖车到达现场后，由于
道路较窄无法进入，于是采用电话通知方式让
车主挪移。目前，“僵尸”车辆豫 K1312H、豫
AFA269已被车主挪走。

交警支队将持续关注此处的“僵尸车”问
题，联合辖区办事处开展常态化巡查，杜绝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3

“僵尸”车辆挪走了

舆情反馈

这些天，笔者
在省会郑州市的许
多大小街道上看
到，在路边给电动
自行车、电动三轮
车充电的可不少。
都是从屋里弄个插
板，扯一根电线，随
便往地上一放了
事，确实存在安全
隐患。3

文/图 钟鸣

路边充电
莫忘安全

1月 25日，路过沈
丘县周营镇，在孟寨村至
李楼营村的道路南端，看
到长约50米的多条电缆
乱糟糟地悬在半空，中间
有几根电缆坠落在地上，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附近村民说，这些电缆已
经坠落很多天了，始终
不见有人来修。3

文/图 何平

电缆坠落
期盼修复

□闫良生 常辉

不少人有这样的习惯，一旦自己
有什么不适，就担心是恶性病变，第一
时间不是去医院检查，而是上网搜索

“某某癌的早期症状”，而往往查出来
的是一些很常见的症状，不免更加惶
恐。其实，想靠症状来鉴别恶性肿瘤
是非常不可靠的。河南省肿瘤医院内
科副主任、消化内科二病区主任陈小
兵解释说：“老百姓习惯说癌症，其实

‘癌’和‘症’应该分开来看，癌是客观
存在的，而症则是相对主观、模糊的，
首先，每个人对疼痛、疲乏这些症状的
感受是不同的，其次，还有一些是有癌
而无症的，另外，癌症早期的症状是不
典型的，比如胃癌和胃炎的症状一样，
等等，因此，不能根据症状排除肿瘤。”

早期胃癌不能靠“偶然发
现”而应靠体检发现

陈小兵提到，癌症早期没有典型

症状，正因为此，很多胃癌都是“偶然
发现”的。他讲到了自己门诊遇到的
几个患者：第一个患者，是个从心内科
转过来的老大爷，因心脏不适住进了
心内科，心脏的问题解决以后，主管医
生询问他还有什么不适，发现他连续
三四周吃饭不太好，幸亏医生比较谨
慎，就让他加做了个胃镜检查，结果查
出胃癌；第二个患者是喝酒喝到胃出
血，在治疗胃出血的时候查出了胃癌；
第三个患者更罕见，一个 20多岁的小
伙子，在吃了四只螃蟹之后腹痛不止，
以为是“寒气伤了胃”，到医院治疗，结
果查出了早期胃癌，用他的话说，得感
谢这几只螃蟹。

“临床上早期胃癌的发现率还是
比较低，除了突发不适发现的，或者治
疗其他疾病的时候查出来的，不然就
是没有任何症状但定期体检主动做胃
镜发现的。”陈小兵说。他呼吁大家，
发现早期癌症不能靠偶然，不能靠侥
幸，一定要靠定期检查，早期胃癌的五
年生存率能达 90%以上，而四期的五
年生存率不到 20%，很多患者确诊癌
症后关心“能不能手术”，早期发现不
仅能手术，而且可能只靠手术就能治
愈，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胃癌筛查，只有胃镜是标配

谈到胃癌的防癌筛查，陈小兵强

调：“排查胃癌只有胃镜是标配，也有
一些已经投入临床的血液检查可以作
为辅助，未来简便、微创的检查会可能
是趋势，但就目前而言，胃镜的准确率
最高。”

由于较早期的胃镜检查让患者很
受罪，所以很多人想问有没有别的检
查方式。陈小兵谈到，一些比较陈旧
的检查方式检出率低，“以前人们经常
用的有一种钡餐检查，但是钡餐对早
期胃癌的筛查不准确。”他说，也不是
越 贵 、越 新 的 检 查 就 越 好 ，比 如
PET-CT，并不能代替胃镜检查。

“现在的无痛胃镜可以让患者基
本上无痛苦，而且无痛的意义不仅在

于减少痛苦，还因为检查过程中减少
胃痉挛，提高了检查的精准度。”陈小
兵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每
年做一次胃镜，陈小兵提醒，胃癌的高
危人群，主要是指有胃病史、胃癌家族
史的人，另外还有饮食不规律、饮食习
惯不健康，经常吃腌制食物、熏制食物
的人，特别是已经从浅表性胃炎、胃溃

疡逐步发展到萎缩性胃炎的人，一定
要定期排查胃癌。

受访专家简介：
陈小兵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肿瘤医院内科
党支部副书记，内科副主任、消化内科
二病区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学术
技术带头人，中原千人“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

专长 胃肠癌、食管癌、肝胆胰等
消化道肿瘤精准药物治疗；对肿瘤营
养治疗、癌痛规范化药物治疗有丰富
临床经验，尤其对难治性胃肠癌精准
药物治疗有深入研究。

肿瘤早诊早治系列——

早期肿瘤没典型症状 胃镜筛查是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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