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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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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

建村史馆不能“一刀切”

南泥湖村的“脱贫路”认真倾听
“幸福的牢骚”

基层传真

我省“百县通村入组”工程今年收官

“脱贫后的新期盼”系列报道②

相关链接

据笔者了解，少数基层乡村在建
村史馆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现
象。比如，巴掌大的村也要求建个村
史馆；一些地方并不考虑村史馆接不
接地气，有没有人看，建村史馆就是为
了完成任务，匆忙上阵，政府花了钱，
老百姓还不认同。

笔者认为，村史馆是乡村基层的
历史性、文化性的综合体，应着重选择
文化气息浓郁和以旅游产业为主的传
统村落进行建设，并与乡村振兴等规

划相衔接。
建议村史馆建设要结合村级历史

特点、文化基础和群众意愿，实事求
是、精准打造，多些接地气、冒热气、带
露珠的文化气息，同乡村文化旅游发
展、脱贫攻坚历程、城乡建设、乡村振
兴等规划融合起来，同本乡本土文化
传统、本村群众奋斗历程、乡贤仁人等
融合起来，确保村史馆为民服务、为乡
村建设发展服务。5

（张军停）

随着农村外出务工创业人员的逐
年增加，接送留守儿童上下学已成为
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每天必不
可少的“任务”。

笔者发现，一些接送孩子的老人，
骑的是两轮或三轮电动车，且大部分
均私自安装上了雨棚，影响视线，极易
引发交通事故。一些老人闲来无事

“专职”负责接送孩子上学，早上每天
送得早，下午接得早。他们驱车到学
校时，距离放学时间至少还有 10分钟
以上，一些老人就将车子杂乱无章地

围停在学校门口，把道路堵得严严实
实，过往车辆只好绕道行驶，有时堵得
甚至连行人过往都比较难。

建议对接送孩子的家长进行宣传
教育，学校、交通、志愿者等部门共同
联起手来，组织人力在学校门口维持
秩序，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接送学生
停车须知。同时，划出家长接送孩子
的固定停车区，让这些家长们有序停
车。只有各方齐抓共管，才能减少乃
至杜绝农村小学校门口的高峰期交通
拥堵现象。5 （丁昌铭）

随着道路上行驶车辆的激增，伴
之而来的是报废的汽车也越来越多，
有些报废汽车成了“僵尸车”，沦为城
市的“另类垃圾”。不仅造成了停车资
源的浪费，而且影响了居民生活环
境。有的“僵尸车”由于线路老化、油
箱残留，在高温状态下易发生自燃。
更有甚者，一些“僵尸车”被不法分子
盗用“车牌”，扰乱了交通秩序。

建议有关职能部门从优化环境、
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安全感出发，对

“僵尸车”进行全面整治，可考虑为“僵
尸车”找一个好去处。

适时出台处置“僵尸车”的法律法
规及实施细则，建立车辆报废奖励机
制，同时对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和居民
小区内的“僵尸车”进行拉网式排查，
督促车主自行整改处理“僵尸车”。

鼓励有资质的企业开展报废汽车
回收业务，对回收的车辆进行“智慧”
拆解，对可再利用的零部件进行精细
加工并建立再利用台账后重返市场，
实现报废汽车零部件的永久可追溯，
形成“回收—拆解—再利用”的完整产
业链条。5

（袁文良）

不知何时，课间跳绳、跳房子、踢
毽子、打弹珠等游戏在校园内消失
了。除了体育课，操场上看不到学生
跑跳的身影，不少学校课间 10分钟鸦
雀无声。

课间圈养学生现象在各地中小学
校普遍存在。课间不允许学生到室外
活动、休息，长期下去会导致儿童视力长
时间处于疲劳状态，更易近视。而且，活
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长期禁锢它，对孩
子的健康成长会产生不利影响。

据笔者了解，很多家长都认为，让
学生课间“野”点未尝不可。学校不能
为了怕出事就将学生“圈”起来。同
时，建议通过完善法规为学校管理“松
绑”。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针对
学校课间圈养现象深入调研，对于课
间十分钟存在的“静悄悄”问题，查找
原因，并出台政策及措施加以改进。
另一方面，家长对学校要多些宽容和
理解，对于孩子间的吵闹也要多些包
容。5 （杨玉龙）

3月 30日下午，笔者和朋友在郑州市二七区招商公园游玩，来到公园马路
边公厕方便时，发现厕所门却被铁链锁锁门，造成游客如厕难。

几位游客告诉笔者，他们是附近居民，这个公厕从建成到现在，厕所门就一
直锁着。游客想方便只能跑到远处，有的图省事，干脆在小树林里大小便，游客
对此极为不满。

希望公厕管理者尽快开放公厕，以方便市民。5 吴贤德 摄

眼下，祖国大地，百花齐放，进入
一年里花事最盛的时节。但在熙熙攘
攘的赏花人流中，不乏一些不文明、不
和谐的现象：一些人会不自觉地动手
摘取花朵，装扮自己或者送给孩子；更
有甚者，有些人会每种花都折上几枝，
集成一束，想必是要带回家去。

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城市园林
“花化彩化”建设，观花植物从景观设
计到栽植、管护，很多人付出了辛苦的
努力，才有了四季有花的景观效果。
常年养护，一朝绽放，百般红紫斗芳
菲，这样的胜景需要倍加珍惜，小心呵
护，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美的享受。

游玩赏花，自觉保护景区、游园的

花草树木，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是
公民文明素质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
自觉约束自己，除了照片，什么也不带
走，让自然美景和文明举止交相辉映，
成为动人的风景。

当然，仅靠文明市民的自觉保护
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管护。希望城
市管理执法部门及各个广场游园景
区的责任主体，都要切实负起责任，
加大文明游园宣传力度，增加巡查频
次，尤其要做好早起和晚上游人稀少
时段的巡查，密切关注盛花期林木区
域的状况，发现有人攀折，及时提醒
和制止。5

（孙永辉）

接送孩子不要造成拥堵

对“僵尸车”不能放任不管

课间不妨让学生“野”点

莫要随意攀折鲜花

公园公厕紧锁，游客如厕难

来函照登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丁昌铭

随着村村通道路工程尤其是脱贫
攻坚的大力实施，四通八达的农村公
路修到了千家万户，方便了广大农民
群众的出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近日，记者在豫南、豫东、豫北部
分农村调查走访时发现，群众对我省
近年来农村出行条件的改善普遍感
到满意。只是，部分乡村道路由于年
久失修、缺乏维护、设计标准低、缺乏
安全警示等原因，交通出行问题依然
困扰部分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

“俺村地处豫皖结合部，经过这
几年扶贫，道路基本上都修成水泥路
了，就剩下中心组一条泥巴路，成了
乡亲们的一块心病。”固始县徐集乡
花棚村一位季姓村民说。

村外通向周围村的路都修好了，
因为中心组这条道路未修，许多村民
下地、孩子上学还得走泥泞路。有些
修好的路，也就三四米宽，遇到会车
很不方便。

徐集乡沈岗村一位吴姓村民说，

该村潘家沟河堤左岸也有一条2公里
长的泥巴路。村里其他已经修好的
路都是 3.5米宽，由于道路狭窄，车辆
磕碰现象时常发生，很多路口根本没
有警示牌、警示线等提醒标志。

徐集乡王脑村一位王姓村民说，
该村三面环河，是远近闻名的萝卜产
地。进村的唯一道路 2017年底修成
了水泥路，由于只有 4.5米宽，大车进
村拉萝卜，遇到调头时必须走出村
去，到相邻的丰港乡张脑村解决，如
果会车就更麻烦，还得一方车辆倒行
很远方可。

因为道路较窄，秋冬时节，不少
大车进村拉萝卜，常堵在这条不宽的
路上。村民们说，如果不提升加固，
要不了几年，这条路就毁掉了。

“这些年，许多村民购买了大型
农机、小汽车、电动车。随着车辆的
剧增，农村的堵车现象已不鲜见，而
且日渐增多。”固始县丰港乡台地村
村民徐洪亚说。春节前后，村里村外
路上到处都是车，一堵一大溜儿。如
果村路上预留个错车的地方，或者路
面加宽一些，走着就顺畅多了。

“俺村通往乡政府的路，虽然不
到一公里，却是村民们的必经之路，
也是杜店村、小朱庄村去乡政府的必
经之路。这条路不仅窄，而且路面损
坏厉害，到处坑坑洼洼。”商水县舒庄
乡大朱庄村一位 70多岁的村民告诉
记者。

舒庄乡与巴村镇交界的一条4公
里长的南北路，已经修建七八年了，
由于过往车辆较多，大部分路面已经
损坏。这条路的沿线，有小邵、杨庄、
訾楼、胡林庄、杜潭、王棚等6个村庄，
直接影响上万名群众的出行。

舒庄乡政府门前的东西街上供
销社门前的柏油路，有两处路面损坏
严重，几乎是坑连坑。据街上做生意
的商户讲，这条路才修好两三年，毁
坏的路面只要重新填平、浇上柏油就
行了，可就是没人管，尽管乡政府工
作人员每天上下班都从这里经过。

汾河行政村的邵庄自然村、水寨
自然村，通往城巴公路（即商水县城
通往巴村镇的县级公路）的道路更狭
窄，一次只能单向通行一辆车。小朱
庄村王庄自然村通往城巴公路的路

不仅路面窄，而且路基高，一侧是深
沟且无路肩，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从该乡城巴公路通往杜店村的
天河路路口，曾经多次发生交通事
故，主要是因为该路口的路面毁坏严
重且不好转弯，路西边是一条大沟，
路口没有交通安全警示标志。

“我们村的路是 10年前修的，特
别是村里的主干道，早已大坑连着小
坑了。”安阳县瓦店乡后曲店村一位
村民说。2010年前后，该村街道和田
间道路基本上都修成了水泥路。

由于当时修路时是在原路基上
铺设的，很多地方高低不平，排水系
统不完善，下雨天低洼处常积水，路
面损坏很快。特别是 2016 年省道
502线修建以来，大量施工车辆从该
村绕行，致使后曲店村的道路更是受
损严重。

乡村振兴，公路支撑。许多农民
群众感慨：这些年来，农村的各种大
小车辆呈井喷式增长。各种车辆多
起来后，农村的道路确实显得越来越
狭窄了，越来越跟不上农村经济快速
发展的需要了。5

走进淅川县毛堂乡南泥湖村，一
条宽敞干净的通组公路连通整个村
落，道路两旁，是一栋栋整洁的小楼
房，和一张张对生活充满期望的笑脸。

“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交通不
便，车都开不进来，出去卖菜、修房
子，没有车运输。是个‘与世隔绝’
的小村庄。”南泥湖村村民魏书学回
忆过往，感慨道，现在有路了，直接
叫车来运载，房子修好了，菜也可以
挑出去卖了。

南泥湖村依山坐落在大山之腰，
是一个仅有123户人家的小山村，也
曾是毛堂乡最穷的一个村。山高沟
深、交通不便、土地资源少……诸多
的不良条件让这个小山村在发展之
路上步履维艰。据村党支部书记吕
少峰介绍，修路以前这里的农户出行
困难，农产品运输又不方便，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贫困户的发展。2017
年，镇、村干部积极向上争取扶贫项
目资金，硬化、改造道路，不到3个月
的时间，一条长 3200米、宽 3.5米的

土路硬化成了水泥路。
一条路可以改变一个村庄，更

能够带动一项产业。南泥湖村也随
着道路的畅通，迎来了“蝶变”。

南泥湖村是县里的深度贫困
村，全村产业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
但人均耕地仅0.81亩。高达95%的
森林覆盖率让连绵的青山放眼皆
绿，但村中发展始终不能“红红火
火”。要致富，先修路。2017年淅川
县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230万元用于
南泥湖村林下经济机耕道项目建
设，帮助南泥湖村打通自己的“产业
路”，走上脱贫致富的“快车道”。

南泥湖村“产业路”长 3200米、
宽 3.5 米，能通中型货车，不仅连接
了村中食用菌基地、小龙虾基地和
林下养鸡基地，还方便群众种田和
巡山看林木。“村里这条‘产业路’刚
一修通就有企业联系村里要‘搞项
目’。”吕少峰介绍，“以前没有通路，
到处都是荒山荒坡，现在通路了，群
众进山就可拉料、农作物，便利了生

产生活，群众收入得到大幅提升，荒
山荒坡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新改造后的道路不仅改善了村
民的出行条件，也增强了沿途 44户
贫困户的脱贫信心。道路硬化后，
魏书学家里的 10 余亩高山黄金梨
再也不用愁销路了。“家门口的路修
好了，我自己也得加把劲，在脱贫这
条路上不拖后腿。”接下来，他还打
算扩大柴胡、百合等中药材种植规
模，尽可能多地享受产业扶贫政策
带来的红利。

近几年，南泥湖村通过加强项目
建设共硬化通村、通组公路 5 条近
5.7 公里，130余名贫困人口走在充
满希望的“脱贫路”上。金银花、黄金
梨、油茶、畜牧养殖等扶贫产业蓬勃
发展，带动 44户贫困户实现稳定增
收。2018年，南泥湖村成功摘掉“贫
困村”的帽子，剩余 3户未脱贫户也
于2019年顺利实现脱贫。贫困户生
活越过越好，贫困村的脱贫致富路越
走越宽！5 （任振宇 刘长君）

我省从 2019 年开始实施农村
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主要目
标是，2019年我省实现约 1万个自
然村通硬化路，同年底全省自然村
通硬化路率达 80%左右。通过 3年
时间，在全省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
的基础上，基本实现 20户以上具备
条件的自然村通硬化路，让农村公
路成为乡村振兴的“加速器”。

今年，我省计划投资 82 亿元，
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全面完成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剩余的 9000
个自然村通硬化路任务，实现 20户
以上具备条件的自然村通硬化路全
覆盖。一季度，全省共新增 1700个
自然村通硬化路，预计年底前全省
总计19.9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率可
达95%。

“十四五”期间，我省还计划投
资 470 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档提
质”工程，改造农村公路约4万公里，
实现有条件的县到乡通二级公路、
乡到乡通三级公路、乡到建制村通
路面宽4.5米以上公路；结合各地实
际，统筹推进 20户以下自然村通硬
化路建设、村内主干道和通组入户
道路建设。5

□汤传稷

今天，当我看到《河南省农村公路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实施方案》的相

关内容后，不由得想起若干年前自己

写的一篇短文《我那遥远的小山村》。

现在想起来，当初之所以觉得地处

豫南的一个山村是那么遥远，主要原因

还是那时候的交通路网还不够发达。

如今，我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县乡道

路也十分通畅，甚至进村入组的硬化路

也有了。驾车从郑州出发，400多公里

的路程，四五个小时就能抵达。而在最

初，这样的行程需要七八个小时，甚至

超过十二个小时。这样想着，不由得感

慨时代的飞速发展，不知不觉间，我们

已经走在“幸福的大路”上了。

近年来，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行

走在我省农村各地，所到之处，能够亲

身目睹和感受到路网的日益发达，也

不时听到基层群众因交通条件改善而

发出的由衷的赞叹。当然，在赞叹之

余，也会有一些牢骚话。而这些牢骚

话，更多的是停留在细枝末节上，比

如，个别地段路不通或者路不好。但

即使是在说这些牢骚话的时候，大多

也是善意的，是充满期盼的，可谓“幸

福的牢骚”。

不过，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听来，

这些“幸福的牢骚”也同样值得重视，

值得认真倾听。因为，民生无小事，打

通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最后一

公里”，职能部门责无旁贷。因为，为

了人民群众，“幸福着你的幸福”正是

我们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越是这

“ 最 后 一 公 里 ”，我 们 越 是 要 全 力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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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路幸福路,,畅通畅通““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脱贫的农民把歌唱，我们走在幸福的大路上。”这是一位文艺爱好者写给我省脱贫工作的一句话。如

今，脱贫的农民有了新期盼，那就是出行更顺畅、更便利。

淅川县毛堂乡南泥湖村的“脱
贫路”任振宇 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东晗聂东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