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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笔者下乡调研时了解到，前
一段玉米价格回落，有一户农户惜售，
将自家收获的 5000 多公斤玉米堆放
在家中粮仓，最近打开时，发现大部分
玉米受到虫蛀，还有部分玉米发霉变
质，另有不少玉米被老鼠偷吃，损失严
重。类似因缺乏科学储粮方法而导致
存放在家中粮食遭到损坏的情况，在
不少地方都有发生。

当前，农民安全储粮意识不强，重
产前投入，轻产后管理。农户储粮普
遍缺乏科学方法，导致农村粮食产后
损失严重。据调查，当前农村储粮主
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一是在收晒时
造成了污染。由于缺乏晒场，有农户
在砂石公路的路面上脱粒，导致粮食
内混入过多的沙粒及泥灰。二是未彻
底晒干就急于收藏，以至在储存中引
发出芽或霉变。三是因存放场所或储
存器具不妥，加上缺乏必要的杀虫处
理，导致粮食或受潮或受污染或被虫
蛀及鼠咬，加之粮仓选址不合理，缺乏
通风，使粮食受潮变质等等。此外，存
粮一旦发生霉变，多数农户往往选择
将坏粮迅速卖给粮商，也对食品安全
造成了不利影响。

科学储粮，既能帮助农户减损增
收，又能合理有效地利用粮食资源，避
免 损 失 浪 费 。 加 强 农 户 科 学 储 粮 建
设，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
工程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也是国家惠
农政策的充分体现。

首 先 ，要 提 高 农 民 安 全 储 粮 意
识。由于农民已习惯了传统粗放的粮
食产后管理方式，对使用新型仓储还
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对粮仓的性能、作
用等还缺少了解，应加大宣传，使农民认识科学储粮的
优点。同时，农户也应该多加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转变原始储粮方式，掌握科学稳妥的储存方法。

其次，各地基层科技、粮食等部门要加强宣传与技
术辅导。要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大力宣传，培训技术骨
干、派员上门辅导等途径，给农户传授科学的家庭储粮
方法与技术。

再次，要组织和鼓励科研单位及有关部门在广泛听
取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完善粮仓设计方案，研发适合储
存不同品种、不同容量的各类仓型，满足不同农户的实
际需要。

此外，各地国有粮库也应积极开展代管代储，或进
行粮油兑换、粮食折现，从而最大程度降低农民在储粮
过程中出现的损失浪费现象。一些粮食经营者，也可以
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提供免费代储服务，促进粮食减损
增效。

（山西省壶关县 秦 宁）

农民急盼科学储粮技术

人人当主角 节俭树新风

编辑同志：
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期，为了从根本

上解决扶贫工作底子不清、情况不明、指
向不准、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各地从今年
起开展了扶贫对象数据核实工作，并成立
了驻村帮扶工作队。作为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的一员，笔者在工作中发现，部分地区
出台的扶贫表格名目越来越多，程序越来
越繁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很
多基层干部忙于应付填表和检查，没有精
力去做实际的工作，影响到了脱贫攻坚的
实际效果。

一是各种表格浪费严重。最近为了迎
接省、市扶贫工作交叉考核验收，驻村帮
扶干部忙于填写各种各样表格资料，每个贫
困户涉及的表格资料多达20余种，有的资料

如《贫困户精准帮扶纪实资料簿》，要重复
誊写一式四份，仅一户一档资料表格就有18
种，其中每户还必须有贫困户确定最初、最
终会议记录复印件、影像照片、公示、帮扶
计划书、扶贫手册、明白卡等，这些都需要
重复打印、复印，耗费大量纸张。

二是宣传资料重复发放。目前，给贫
困户发放的扶贫政策宣传彩页有三种：有
大幅的全面扶贫政策印张，有健康扶贫政
策单独页、教育扶贫政策页，还有一小张
普通纸质扶贫政策宣传页，这些堆积如山
的资料，不仅要发放到每一个贫困户，还
要求帮扶干部必须要张贴到户。

三是档案包装图美观，但缺乏实际
意义。每个贫困户均有一个印有“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字样的蓝色尼龙布料制

作的贴心服务袋，里面用一个精致的文
件夹装许多重复的表册；而且还统一把
精准脱贫明白卡纸张放大，用铝合金边
框裱塑成牌，最后入户挂牌。档案建得
确实高档，但没有实际意义。

除了填表之外，让基层干部头疼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签字。为了层层压实
责任，扶贫表格上相关人员必须全部签
字摁手印。不但贫困户户主要签、第一
书记要签，而且还要村支书签、帮扶工
作队长签、脱贫责任组组长签。很多扶
贫干部只得一趟又一趟地入户，但贫困
户白天干农活不在家，只能晚上或者一
大早去。连续地入户填表签字摁手印，
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扶措施。正如帮
扶干部们私下议论：“要是将这些花费真

正用在扶贫的‘刀刃’上，不知该办多
少实事啊！”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一些地方没
有正确理解精准扶贫的内涵，陷入了量化
指标，根源还在于某些政府部门工作作风
的不严不实和“四风”顽疾。这样的状况
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有可能会给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带来不利影响。

笔者呼吁，当前精准扶贫亟须纠
正虚浮之风。在扶贫目标明确、政策
清晰的前提下，少开会、少填表，充
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脱贫攻坚信
息的管理，多做些群众需要的具体实
际的工作，减轻基层不必要的负担和
巨大浪费。

陕西省城固县 张忠德

编者按 近期，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的《关于开展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行动方案》，引发了读者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许多
读者认为，反对铺张浪费，每个人都是主角，应从文明就餐、节水节电、理性消费等方面做起，践行绿色生活。

近日，我参加一位友人父亲的葬礼。仪式结束后，
办事的主人定下十几桌丧宴答谢大家。到饭店不多
时，餐桌上已摆齐了 14 道菜品。论菜量，即使坐满 10
人，也难以吃得完。更何况，那时才10点钟左右，还不
是饭点儿。再者，人家办丧事，心情悲痛，自然也无心
吃喝。所以，每桌饭菜没动几口就全都撂到那了。办
事的家里人都忙于应酬亲朋好友，无暇顾及处理剩菜，
外人又不好意思打包，眼看着服务员将那些美味佳肴
统统倒入了垃圾桶。

现实中，婚宴、丧宴浪费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原因
在于办事的主人碍于面子，生怕招待不周，明知有浪费
也得为之。对此，就餐的饭店又不加以限制，反正有人
掏钱结账，管它浪费不浪费。

要减少这样的浪费，首先，办事的主人要放下面
子，要坚持节俭原则。其次，各家饭店要树立良心经
营、道德经营的理念，尽量从顾客实际需求出发，真心
实意为顾客当好参谋，避免浪费。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石玉晶

硬撑面子要不得

提到浪费，人们往往想到的是
餐馆和办公室的浪费，很少会去关
注学校这座“象牙塔”。实际上，节
俭教育正是当前学生最缺乏的一
堂课。

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学校要
求统一穿校服，有的学生就在鞋上
动脑筋，上千元的名牌运动鞋比比
皆是；高档书包、高档手表、高档自
行车、高档手机、千元以上的电子词
典，成了不少同学炫耀的资本；有的
学生嫌学校食堂饭菜不可口，每天
在网上叫外卖送到校门口；大白天，
明亮的教室里开着灯，大家熟视无
睹；卫生间的水龙头不拧紧，细水长
流，同学们置若罔闻；每次值日生打
扫班级卫生，仅铅笔就能扫出半塑
料袋；有的本子用了两三页就被随

手丢弃。
我国有句古训，叫做“兴家犹如

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然而，这
话对于学校这些从小没有遇到过生
活的磨难的“00 后”来说，犹如天方
夜谭一般。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孩
子提出物质需求时，家长们往往是有
求必应，谁又会“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呢？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俭，则中国
俭。青少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学生浪费现象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
足够关注。

首先，作为家长应当彻底摒
弃“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观念，适
当让孩子多经历挫折教育、短缺
体验。

其次，作为学校，应当开展经常

性的节俭教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
的良好行为习惯。让学生们认识
到，勤俭节约并不是小气，而是应当
传承的传统美德。教育每位学生从
举手之劳小事做起，通过评选每周

“节约之星”，利用各种方式表彰，设
置曝光台，让铺张浪费之人无处遁
形，把勤俭节约落实到学习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另外，学校也应加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使学生把勤俭
节约当成不可或缺的美德。

最后，作为还没走出校门的学生
来说，自己要意识到，还没有创造多少
社会价值，还属于“不劳而获”阶段，任
何浪费现象都是可耻的。当下，我们
最应该过的“节日”，是弘扬勤俭节约传
统美德的教育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逸初）

为学生补上节俭课

精准扶贫要杜绝虚浮浪费

产业工人

近年来，网络上屡屡出现学生殴打、羞辱他人的暴
力视频，尽管有关部门及广大网友呼吁尽快制止这种
暴力文化传播，但类似视频仍接二连三出现。中小学
生的分辨能力不足，校园暴力视频在网络传播，容易
引 起 学 生 盲 从 、跟 风 心 理 ，产 生 连 锁 反 应 ，亟 需 引 起
重视。

校园暴力现象之所以出现，一是学生自我控制不
强。中小学生正处于心理悸动、叛逆及性格形成期，可塑
性强，容易受到社会影响，易出现“从众”“好奇”等心理活
动，在诸多诱因下做出暴力举动。而拍摄者、围观者也多
为学生，不但不去制止，反而觉得有趣，间接传播了暴力
思潮。二是家长过于重视学生学习成绩，忽视了孩子的
心理健康，导致孩子心理发育滞后甚至畸形。三是学校
存在管理漏洞。

要遏制校园暴力视频传播，有关部门应加大整顿力
度，将校园暴力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严厉惩处暴力传播
行为，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是强化父母监管责任。父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具
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家长要多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与
学校、老师沟通交流，对于尽不到监管责任的父母，应予
追究法律责任。

二是建立暴力预防机制。学校应建立校园暴力早期
识别系统，学校管理人员一旦发现学生异常情况，及时上
报，并将这些信息汇总和分析，以预防暴力事件的发
生。

三是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有关部门要在中小学开设
心理辅导课程并配备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尽快建立一
套完善的心理和道德干预机制，预防心理疾病引发的过
激事件发生。中小学要开设法制教育课程，定期安排学
生参与法制教育活动，聘请法制老师以具体的校园暴力
案件说法。

四是遏制网络暴力传播。作为网站管理者、视频审
核者在明知暴力视频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
依然充当暴力视频的传播者，究其原因是为增加网站点
击率、吸引更多群众眼球，对此必须严厉惩治。

（河南省安阳县联通分公司 雷宏麟）

警惕校园暴力视频传播

近年来，笔者的工作单位大力推进无纸化办公，
提升工作效能，对减少办公室纸张浪费发挥了不小
的作用。

我们对办公文件实行电子存档，通过短信通知、邮
件传输、接收，节约了大量纸张。以往办公室内，经常可
以看到成堆的 A4、A3 等文件、报表、打印用纸等，现在
这些都被电子文件替代，厚厚的档案被一张张光盘所替
代。这样做，一方面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缩小了存储的
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办公成本，降低纸质材料损
耗，减少费用支出。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推广。

——山东巨野农商银行 田忠华

电子文档降纸耗

随着家用电器日益增多，人们节约用电的意识反
而有所淡漠，有意无意之间，浪费了宝贵的电能：看
完了电视，只用遥控器关电视，电视机还处于待机状
态；电热水器整天通着电；夏天开空调时，总是将温
度设置得过低；手机充完了电，也不把手机充电器从
插座上拔下来；电视机的机顶盒，一年 365 天都亮着；
至于单位办公室，常年不关的电脑、大白天开着的日
光灯、温度设置过低的空调，更是浪费电能的“大
户”。

节约用电，就在细节处。看完电视，将电视机和机顶
盒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来，或者在电源处加一个开关，同
时控制电视机和机顶盒；要洗澡了，提前一个小时再将电
热水器的电源开关打开，不要整天通电；夏天开空调时，温
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手机充好了电，及时将充电器拔
下；随手关灯、人走灯灭；下班后及时关掉办公室的电脑、
空调，更是作为机关工作人员应该做到的。

——江苏省兴化市供电公司 孙贵书

节电就在细节处

现在，外出就餐时，大部分人已经能够做到“打包”
饭菜，减少浪费。可在家庭生活中，因为过量购买等原
因造成的浪费，依然十分普遍。

由于工作繁忙，许多家庭通常是每周逛一次超市、
菜市场，采购一周需要的东西。有时遇到打折或促销，
往往容易产生不理智消费，抢购一堆商品。但是买回
来，就往冰箱一塞，时间一长就忘了，很多东西最后只
能扔掉。还有每次做饭时，都做得比较多，以至于每顿
饭都要剩，有时候就只能倒掉。

推进光盘行动，不应忽视自家的小餐桌。去超市
买东西时，先列清单，按需购买，减少浪费。在家做饭
时，也应适量，按顿吃完才是最科学的做法。只有每个
人都行动起来，坚持低碳、绿色生活，才能助推社会的
文明风尚。

——江西省遂川县 肖初生

家庭消费要理性
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好面子、爱攀比的陈旧观念有所抬
头，红白喜事比排场、比阔气，铺张浪
费现象严重，礼金“水涨船高”则给群
众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

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之风之
所以愈演愈烈，其主要原因是人们的
从众心理、攀比心态。有的人家不愿
大操大办，但是又怕被人瞧不起，不
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对红白事大操
大办，群众心里是反感的，但是一般
人缺乏抵制的勇气。因此，破除红白
事大操大办之风，树立文明节俭的乡
风，需要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的
作用。

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以我们
商水县为例，各村均成立了红白理事
会、乡贤理事会和道德评议会。红白
理事会和乡贤理事会的理事长、理事
以及道德评议会的会长、会员，均由
各村有威望、公道正派的老党员、老
教师、老干部等担任。红白理事会结
合村情民俗，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
基础上，制定红白事办事标准：操办
红事不超过1天，操办白事不超过3
天，每桌酒席花费不超过500元，非
亲人员份子钱为100元。此标准对
全体村民均有约束力，办事的时间、
宴请的范围、礼金的多少等，所有人
必须遵守，红白理事会成员进行全程

跟踪。
二是加强监督。各村红白理事

会确定义务监督员，凡有红白喜事，
监督员就会提前上门与事主沟通，提
醒其按规定办事。红白理事会还可
通过免费帮群众订酒席、提供帮工等
服务，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三是加强组织管理。乡镇党
委、政府要把红白理事会建设与管
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确专
人具体负责抓推进，出台相关管理
意见，对村委会红白理事会进行考
核，通过优秀表彰和责任追究，巩固
实施的效果。

（河南省商水县 乔连军）

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

节 约 增 效 我 支 招

▲6 月 21 日，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政府工作人员将打
印过一次的纸张翻面使用。新干县开展创建低能耗办公
室、节约型社区和绿色家庭活动，号召干部职工从节约一张
纸、一度电、一杯水、一分电话费入手，形成崇尚节俭的良好
风尚。 罗小群摄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市陌 6 社区，居民将
旧衣物放到回收箱。这些旧衣除了部分捐赠外，还可进行
再生利用，变废为宝，减少浪费。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