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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花宇

四川仁寿县始建镇马湖村村支
书袁小清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村支
书，另一个身份是巫师。在当地，
村支书袁小清当巫师已不是秘密，
他自称还给仁寿县公安局新建办公
大楼看过风水。镇干部说，村干部
不需要每天上班 ,只要把工作做好
了，干其他事情镇里就能睁只眼闭
只眼了，镇里也没有开展抓这种搞
封建迷信的事情。

党员干部和巫师，一个坚持马

克思唯物主义，一个迷信狐仙鬼
怪，两者应该水火不容。但如此荒
唐的“一肩挑”，能够光明正大地
维持14年，竟无人制止，甚至一些
机关干部也成为村官巫师的顾客，
这充分说明：在一些地方的农村，
意识形态工作已经松懈到群魔乱
舞，鬼喊捉鬼的地步。这则新闻令
人震惊之处，不仅是“一肩挑”本
身，而是当地上级党委、群众对此
事的麻木态度。连“党在农村的战
斗堡垒”都被巫师把持，这还不够
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吗？

封建迷信活动不仅不容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容于我国的主
流意识形态，而且也与“子不语怪力
乱神”的传统儒家思想相冲突。这类
活动，也有别于正常的宗教活动，往
往带有敛财、恐吓性质。可以说，从
古到今，在乡土社会中，封建迷信活
动都不应有生存的土壤。特别是作
为乡村精英的党员干部，不仅绝不
应该相信迷信说法，更不应该从事
这类活动。很难想象，古代乡村中落
第的读书人、告老还乡的官员会津
津乐道于这类活动。这类事情能发
生，大概只能用“恶劣”来形容了。

环境何以如此宽松？镇干部的

一句“只要把工作做好了”，就很
能说明问题。在很多党员干部心
中，可能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就是“把工作
做好了”。他们好像没意识到，任由
封建迷信活动盛行，而且还是村支
书带头，把农村搞得乌烟瘴气，是一
种严重失职。在一些人眼中，精神文
明建设，似乎让位于物质文明建设
了。这种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漠视，使
得我们对一个党员、对一个地方的
全面评价，出现了严重偏差。

严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荒唐的
村支书巫师，更表现在当地官员对

风水的热衷，当地群众对求神问鬼
的捧场。如果没有这些需求，这一
现象不可能持续。其背后，是科学
精神的荒颓，是精神文化生活的缺
乏，是社会教育的缺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
这个问题，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
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阵
地”的攻击，却一时一刻未有停
歇，不让我们喘息。这场斗争，是
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保持党员纯洁
性的斗争。一旦放松，将有很多的
党员干部，沦为装神弄鬼的“巫
师”，蛊惑更多的干部群众。

9月21日，河北省保定市61路公
交车上，因认为赶着去上课的大学
生没给自己让座（其实让了，老人
嫌座位不好没坐），一老人下车后
站在马路中央用身体拦住公交车，
并大喊“谁也别想走”。在警方调
解下，堵车事件2小时后才结束。

9月9日下午，在河南省郑州市
919路公交车上，一老人因要求一位
小伙子让座未果，与小伙子发生争
吵，并打了小伙子4个耳光。小伙
子下车后，老人并未坐下，而是站
在原处，情绪激动。不久，老人突

然倒下，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9月4日下午，在湖北省武汉市

801路公交车上，一位坐在老年座位
上的年轻人因没让座，遭5名聚会
而归老人打骂。

7月16日下午，在重庆市276路
公交车上，一名老人将唯一的空位
让给了十六七岁的孙子，却要求一
名刚做完兼职踏上回程的女大学生
给其让座。女大学生没有让，老人
便在车里大声说女大学生书都白读
了，没有教养，不知道给老年人让
座。

近来，在城市的公交车上，发
生这类的事儿太多了。每次发生，
都会引起国人的热议。每次发生这

类的事儿，笔者便想到自己在城市
里坐公交车的事儿。

笔者所在的城市，老人上了公
交车，基本都有人为他们让座。笔
者为此感到骄傲。累了或身体不舒
服时，笔者尽量往车箱后面走，因
为老人不等走到后面，便有了座
位，笔者也就不用让座了。

晚上有事出门，八九点以后坐
公交车回来，车上基本都是年轻
人。他们一些人在玩手机，相当一
部分人在闭目休息，甚至直接睡着
了。看着灯光下并不明晰的一张张
年轻的脸，笔者想：他们工作压力
大，上班时间长，确实累了。

从法律角度来说，同样买票上

车（老人乘车费用减免），年轻人
可以不给老人让座。毕竟，给老人
让座是道德层面的事儿，靠的是自
觉、自愿，要求让座未果便说年轻
人没素质，甚至动粗，也不是老人
应该采取的行为。

郑州那位老人死后，当地50多
位老人来到公交站台，向老人们发
出倡议：力所能及给年轻人让座，
“现在年轻人太累，给他们一点休
息的时间吧。”参加倡议的梁永祥
老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每天早出晚
归，非常累。大部分老人都退休，
压力相对轻些。“有些老人买菜坐
一站公交，非要赶在高峰期，很不
应该；有的只因天热，就坐在车上
逛圈，更不应该。”梁永祥说。

笔者觉得，梁永祥老人的话，
说到了年轻人该不该让座的核心问
题——— 理解。年轻人理解了老年人
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便会自觉让
座；老年人理解了年轻人的劳累和

不易，便不会因为没让座而大动肝
火。

老年人想想自己有同样年轻的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年轻人想想
自己有同样上了岁数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公交车上屡屡发生的不
和谐的让座事件便会少多了。重庆
那位把唯一座位让给十六七岁的孙
子，却要求女大学生给自己让座的
老人，应该没有想到，女大学生也
是别人的孙女，同样是爷爷、奶奶
疼爱的宝贝。保定市那位堵公交车
的老人，想到车上如果是自己的孙
子在赶时间去上课，就不会堵两个
小时的公交车。且不说能有堵两个
小时公交车体力的人，根本不需要
别人让座。

理解产生尊重，尊重产生和
谐。公交车上因让座发生的众多事
儿，除了尊老和爱幼的道德问题之
外，缺乏同情的理解是重要因素之
一。

9月3日，山东省发布了《山东
省农村新型社区和新农村发展规划
（ 2014 — 2030 ）》，说山东 16 年

内 3 . 5 万个村庄要消失，农村要建
约 7000 个新型农村社区。

规划很好，但笔者希望一些地
方别急着建楼，尤其是模仿其他地
方农村建起来的五六层或小高层的
楼房社区，几乎都是一个模子给刻

出来的，不考虑农村生产生活实
际，造成农民的农用车没处放，收
的粮食没地儿存。只重“领导视察
时看着好看”的面子，不考虑农民
现实生活需求的里子，让农民产生
更强的排斥情绪。

难道建社区就一定要建楼吗？
貌似没有国家法律法规这样说。各
类城镇化规划的农村新型社区是让
农民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
务，只有这一基本条件满足了，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才有价值。

德州某地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
设的社区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没有楼房，清一色的小院和瓦
房，门前屋后因主人的喜好种着各
色的花草树木，街道虽然不是很宽
阔，但路两边种着很多的枣树，柿

子树，当时正值秋天，枣子成熟，
伸手可摘。小院门前也没有统一的
规划，或栽有主人喜好的各种花
草，或种着各色的时鲜蔬菜，颜色
各异的喇叭花攀爬篱笆上或草木
间，户户建设相似，可绿化却又家
家门前各异，很真实自然。

中国拥有悠久的建筑文化，新
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不妨参考，只
可惜新型农村社区前进的路上太缺
少了解乡村文化、熟悉农村村情的
乡村建筑师了。

村支书当巫师，背后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荒颓

理解才能有尊重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肖民

新农村建设呼唤专业乡村建筑师

 苏华宾

兰陵经济开发区
进一步落实人口基础信息核查活动

近日，兰陵经济开发区按照
省、市、县工作要求，统一思想，
消除顾虑，强抓机遇、放下包袱利
用有限的时间，全力做好人口基础
信息信息核查工作，确保历年来出
生瞒漏错报情况全部清理、全部上
报。

一、强化领导 明确责任。开
发区管委会对人口基础信息核查工
作进行了研究部署，制定下发实施
意见，强化措施，成立了由主要领
导任组长，各相关部门、计生办工
作人员、村计生专职主任、育龄妇
女小组长组成的信息核查小组，并
认真组织培训，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将计划生育工作的各项目标任
务分解下达到各村、各部门，并与
各村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定期调
度、检查，并进行专项目标考核。
二、认真组织 摸清底数。采取村
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方
式拉网式进行核查，做到横到边、
纵到底。一是以村、单位为基础，
进行全面排查，主要核查历年来出
生瞒漏错报，彻底摸清出生底数，
落实管理。二是由计生办根据各村
已婚育龄妇女管理信息，每人一卡
提取管理信息，由信息核查小组携
带进村入户，对外出流动人员、适
龄未婚男女青年作为重点核查对

象，确保信息核查全面彻底，不留
死角、不留后患。在核查过程中，
制定了定期报告制度，由开发区主
要领导每两天召开一次调度会议，
确保核查信息及时汇总、上报。
三、信息共享 搞好协作。协调公
安、卫生、民政等部门，充分利用
公安户口信息，卫生办理婴儿医学
出生证明信息、医院分娩记录、新
生儿访视信息、卫生防疫信息等多
部门信息，及时筛选反馈到村，逐
项与已婚育龄妇女管理信息进行比
对，全面落实核查，确保出生瞒漏
报的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准确无
误。在核对中注重采取验看夫妻双
方身份证、结婚证子女《出生医学
证明》及询问等方式。四、严格处
罚，责任倒查。对本次信息核开发
区党工委、管委会实行严格的处罚
措施，落实责任倒查制度。截止 9

月 30 日，在今后各级、各项检查考
核中发现的历年来出生瞒漏错报，
按照《责任书》要求，对相关责任
人严格落实工作责任。 (宋健)

中心店镇四项措施严防“两非”
近日，邹城中心店镇采取四项

措施严防“两非”，保持打击“两
非”的高压态势：一是对育龄群
众，实行全覆盖管理，做到该查体
的按时查体，该随访的及时随访，
该签管理合同的真实签订；二是对
村干部，保持“两非”现象的重

视，制定了村干部工作制度，并要
求村干部尽心尽职，做好人员管理
工作，对出现隐瞒包庇、故意纵容
的村干部进行坚决的处理处罚；三
是对计生办随访人员，实行计生随
访工作制度，与随访人员签订包保
责任书，强化计生随访人员工作职
责，做到及时有效，切实筑牢技术服
务关口；四是对特殊情况的持证册人
员，按要求到指定医疗机构做技术鉴
定，对鉴定为人为因素终止妊娠的当
事人，注销其《生育证》，取消其再生
育资格。对“两非”行为起到了有力的
防控作用，较好地保证了我镇打击

“两非”工作的健康发展。(尹青海)

汤河镇“四到家”
服务惠及计生家庭
今年以来，兰山区汤河镇深入

开展计生优质服务“四到家”活
动，既宣传了计生政策法律法规，
又及时掌握了服务对象的需求，为
构建和谐计生、阳光计生奠定了基
础。婚育知识传播到家。积极利用
村村通广播、计生宣传栏、计划生
育宣传车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知识
宣传，树婚育新风。孕前孕后保健
服务到家。计生办联合服务站对育
龄妇女开展健康教育、优生咨询、
高危人群指导孕情监测、妇科病查
治等服务。在每次健康检查期间集
中宣传，接受群众咨询。孕情四术
随访到家。为孕期对象开展孕产期

保健、随访，为产后及“四术”对
象开展产后随访。办证方便到家。
印发办证流程和办证须知，方便办
证人员准备办证材料，以减少办证
人员“跑腿”次数。 (张丛林)

金阳街道办事处
扎实开展计生查体工作
本报讯 金阳街道计生办在全

办 1 0 1 个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计生
查体服务活动，并借此机会开展面
对面的计生知识宣传。活动前本办
组织各村干部召开专门会议，要求
将查体工作落到实处，对有意逃避
查体的育龄妇女进行重点跟踪检
查，对在活动中弄虚作假造成育龄
妇女计划外妊娠的进行严肃处理。
此次参加检查的育龄妇女近 6 0 0 0

人，共分发宣传资料 1800 余份并接
受 3 0 0 余位群众的咨询，让广大育
龄群众真正体会到新型生育文化教
育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带来的实
惠。 (程瑞华 史俊霞)

古槐街道为育龄妇女提供宣传知识
近日，任城区古槐街道计生办

与县社区联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计生协会志愿者，为育龄妇女提供健
康体检、女性健康知识和急救知识演
练及培训等便民利民服务。省级“青
年文明号”为群众提供了生动形象的
急救知识宣讲，发放急救知识宣传手
册，为群众讲解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
要点，赢得了群众的一致赞同。该街

道开展优生宣传，提供孕期保健服
务，并进行国情国策宣传、避孕节育
指导等知识讲座，受到育龄群众的欢
迎，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作出了贡
献。 (丁震)

半程镇规范计生档案管理
近期，半程镇组织计生办工作人

员对村级计生档案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检查指导，按照统一的标准、格式
对档案进行整理分类，档案内均建起
了卷内目录，达到了内容完备、资料
齐全、规格统一、整齐美观的要求。同
时开展了村级计生档案评比活动，有
效提高了村级档案的使用率和利用
率，提升了村级人口和计生工作水
平。 (高仕庆)

充分利用人口学校
开办计划生育培训课堂
本报讯 近年来金阳街道办事

处加大人口文化建设力度，不断夯实
基层基础创新宣传活动，营造了社会
化经常化的人口文化环境氛围。充分
利用人口学校举办孕前保健和优生
优育等知识的培训班，细致的讲解生
殖保健、优生优育和孕育保健等方面
知识，同时穿插常见妇科病的预防治
疗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条例》修正
案等有关政策法规。培训课的开展提
高了育龄群众的生殖保健意识和能
力，宣传了计生政策，为更好的开展
计划生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程瑞华 史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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