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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扶政策让俺成了

﹃
养鸡大王

﹄

防灾减灾要讲科学

6月22日以来，我们湖南宁乡遭遇了历年同
期历时最长、强度最大的降雨。

连续的大到暴雨的侵袭，给当地蔬菜生产造
成严重的损失，许多农户种植的辣椒、茄子、西
红柿、黄瓜、豆角等都被泡在水中。据初步统
计，金丰蔬菜基地水淹 300 亩，印象麓山水蔬菜
基地水淹 220 亩，枫木桥盛丰蔬菜基地水淹 240
亩，龙马蔬菜基地2 个连栋大棚也被损毁。连续
降雨，使秧苗长期浸泡在雨水中，导致病害严重
或直接死苗，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蔬菜的病虫
害发病率特别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效益。
有种植户反映，“目前正值菜价最好的时节，地
里的蔬菜眼看就要成熟了，现在基本上绝收了，
还有几亩辣椒看来也要减产”。

目前，广大种植户正在积极平整土地，准备
补种。当前，种植户迫切希望能够多普及科学补
种、自救知识。同时，希望政府能对受灾重点
户、困难户进行定点帮扶，帮助受灾群众树立信
心，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

编辑同志：
近 年 来 ， 为 创 建 “ 省 级 文 明 城

市”，我们县在道路维修、环境整治、
绿化美化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城区
的违章建筑被拆除；几条主干道都设置
了隔离栏、绿化带，整座城市漂亮了很
多。但也有群众反映，虽然城市靓丽了
许多，仍有地方需要改进。

比如我家门口的这条路，过去这条
路是土路，下雨下雪时出行十分困难。

2014年，政府将其改造成石子路，但没
过多久，又被车碾压得坑坑洼洼的。每
逢下雨下雪，周围群众的出行依然是个
难题。

“县城里大路小路，几乎都修了个
遍，咋就忘了这一段？”“现在好多村里
都修了水泥路，咱们南关这一带咋还是
这种路？”⋯⋯邻居们不止一次议论。

“说到底，咱们这一带没在政府的
‘面子’上。”有人这样认为。

城市的主干道及重要区域，属于一
个城市的“面子”，地方政府肯定重
视，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形象，但
对城市的一些背街小巷、边缘地带，政
府也不能忽视，因为它关系到普通老百
姓生活的舒适度、出行的便捷度，关系
一方民心，属于“里子”问题。

文明城市的创建，应以人民群众的
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城市
文化品位，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如果只

看重建设与整治通衢大道、公共广场、
商业大街、公园绿地，认为这样做，可
以做出“好成绩”，且效果立竿见影，
无疑违背了文明创建的初衷。这种重表
轻里的思维，显然要不得。

正如群众常说的，“面子光不如里
子厚”，每一个城市，无论是否创建文
明城市，都应该努力贴近群众的实际需
要，扮靓每一条背街小巷。

河南省沈丘县 黄海涛

近期，我国南方地区遭遇多轮强降雨，部分城市积水严重，许多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造成严重损失。读者来信认为，除了应加快灾后

重建，也要探索科学的、治本的防灾减灾方法。

本版编辑 魏倩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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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作为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的惠民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工
程为解决农村贫困群众住房难发挥了积极作用。近期，笔者
在调研中了解到，由于群众思想认识、家庭情况存在差异，
各乡镇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甚至存在少
数危房改造户领到政府下拨的重建和修缮专项资金后，却
不施修、不重建的现象。

保障住房安全，是实现农村贫困户如期脱贫的重要措
施。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完成农村危房改造的目标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涉及的群众多、情况千差万别，在没有现成
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唯有不断摸索，不断总结创新。

一是要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当
前，农村危房改造宣传采用普遍性政策的宣传方式，覆盖范
围广，密度高，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要消除群众等待、
观望的心理，还必须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方面，
要宣传农村危房改造的机遇性和紧迫性，转变群众观念。要
从时间上明确完成时限；从补助标准上保持政策统一性和
连贯性，做到公平公正。要通过宣传，增强群众危房改造的
机遇意识和时间意识，让群众不再被动地等待改造。另一方
面，要创新宣传形式，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将实施方
案和危房改造相关政策宣传到外出务工人群中，争取有改
造决定权的群众对此项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二是创新改造形式，统筹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在农村危
房改造过程中，既要重视形象进度，又要充分考虑农户实际
情况；既要有可起示范引领作用的集中连片改造示范点，又
要积极鼓励农户创新改造形式。在实际操作中，可结合农村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采取“示范点引领+农
户分散改造+引农进城”相结合的模式予以推进。有条件的
地方，可以采取统一拆建集中改造的方式打造若干个示范
点；对居住群众成分较复杂、意见难以统一的改造点，允许
农户采取以分散改造为主的模式。

三是做好“结合”文章，凝聚农村危房改造强大合力。农
村危房改造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系统工程，
必须全民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因此，做好“结合”文章至
关重要。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要整合有限的人力资源，在抓
好危房改造工作的同时，协调推进其他涉农工作；在资金筹
措上，要做到专项资金、行业资金和社会捐助相结合，在合
理使用好危房改造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更要整合好财政、农
业、民政、林业、水利、交通、电力、扶贫开发等部门和行业的
项目资金，将这些部门实施的项目优先布局到危房改造点
上，用于完善改造点上的基础设施。此外，还要注重发动社
会力量，吸纳社会捐助，用于弥补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缺口。

（安徽省颍上县 朱 波）

农村危房改造要统筹兼顾

近年来，强降雨造成的城市内涝
时有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城市规
模逐步增大，水泥路面等不透水面积
越来越多，城市自然的滞洪调蓄能力
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制订
城市规划时，偏重对大江大河洪涝灾
害的预防，对防治城市内涝灾害所定
的标准很低，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求。此外，还有部分地区擅
自改道、缩窄甚至填埋河道，违章建
设、挤占河道，导致原有的排洪河道
被封堵、占用，新的排水体系又不
健全。

要有效应对强降雨等异常气
候，一是应科学制定强降雨应急预
案，把强降雨列为与强台风等一样
的自然灾害来预防，在预案中对城
市排涝系统综合治理提出指导性

意见。
二是大力推广雨水收集系统。

城市雨水收集系统既可以大幅降低
强降雨造成的危害，又可以将宝贵
的雨水资源收集起来，对缺水城市
来说，可以充分利用雨水，化害为
利。要加强雨水源头削减与收集利
用，指导各地控制开发强度，合理
安排布局，从住宅、公共建筑的雨
水收集利用着手，将建筑雨水收集
利用与景观、雨水资源化利用、城
市水生态系统保护等统筹考虑。

三是在城市规划中运用法律手
段，依法治理河道。各地政府每年
都安排经费对城市内河进行河道整
治，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城市河
道整治工作往往半途而废。对于此
类未按计划完成的清淤、扩宽工

程，应强制依法执行以达到预期效
果。同时，要依法清障，恢复、加
大河道行洪能力。

四是建立城市蓄洪区，实施老
旧社区排水沟改造。在旧城改造和
新建城区规划建设时，必须充分考
虑城区蓄洪区的规划设计。在城区
的老旧社区低洼地带无排水沟处，
开挖排水沟；已有排水沟，但太小
或未与内河排水沟相连的，应疏浚
排水沟并与内河管道相连；在常遭
水淹的地方应配备抽水机以防内
涝。对城市现有的湖泊、沼泽地、
池塘及内河等一切能缓解城市内涝
的地方进行严格的保护，严禁蚕
食。同时，建立一支责任心强、高
效专业的城市排水排污队伍。

（湖南桃江县松木塘镇 朱金良）

增强城市防汛“体质”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存在重
视“地上”轻视“地下”、只在乎初期建
设不在乎维护管理等弊端，致使城市
排水系统建设尤其是下水道建设严
重欠账，一遇大雨，下水道排水不畅，
势必导致城市“看海”。

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和城市综合
管廊建设，是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的
有效“出口”。传统城市被渗水性极
差的硬质路面所覆盖，雨水主要依
靠管网排出，当突遇暴雨之时，城
市的排水系统承受巨大压力，往往
导致积水内涝。海绵城市除了优先
利用植草沟、绿色花园、下沉式绿

地等设施外，还可通过修建可渗入
路面和拓展河湖湿地，建设城市生
态水系，使降水能直接就地渗入土
壤与地下水中，进而被自然滞蓄与
净化，最终为城市生态系统与城镇
居民生活所利用。

利用海绵功能，虽然能把雨水蓄
积，但在雨量过多时仍需要有效的排
水通道。因此，综合管廊是海绵城市
建设的重要的工程设施。通过更高
设计标准的排水管网与老旧管道的
更新，提升排水管网覆盖率和平均排
水能力，有助于解决城市内涝。

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转变管理体制机制。地下设施建设
涉及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的各个环节，涵盖投资、收费、
监管的各方面。因此，必须建立统
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管理的“四统一”管理体制，理
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有偿使
用、合理定价的收费机制；建立统
一领导、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部
门协作机制；建立突发事件处置、
安全应急管理的机制和信息化管理
机制。

（安徽合肥市 胡国松）

打通城市排水“脉络”

我叫陈京霞，是山东省滨州市沾化
区下河乡下河村村民。从我记事起，家
里生活就比较困窘，只有一辆破旧的金
鹿牌自行车算是比较值钱的物件。下地
干活，赶集探亲，父亲就骑着这辆车
子，车胎破了也舍不得换，总是补了
又补。

2011 年，我从职业学校毕业后，
在一家民营企业打工。那年，沾化县
委、县政府为深入落实计生奖励扶助政
策，制定出台了奖、优、免、扶、补等
一系列利益导向措施，全面开展“生育
关怀”帮扶活动。俺家是“独女户”，
属于“生育关怀”重点扶助对象。县、
乡党委政府提供专项资金和技术，优先
帮扶俺家建起了肉鸡养殖大棚，我便回
家当起了“养鸡大王”。

在相关部门的政策、技术扶持下，
我第一年养了 4 茬鸡,赚到了 5 万多
元，养殖经验和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
第二年，我又增建了2个大棚，成了当
地有名的肉鸡养殖专业户。为了方便拉
料送货，我购置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并
添置了饲料加工设备，这样一来既降低
了运输、加工成本，又促进了养鸡业的
发展，年收入将近 20 万元，使我扩大
再生产有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如今，我
的养鸡大棚扩展到了5个，还安置了村
里多名贫困家庭妇女在我的养鸡大棚打
工。我还新增了一台鸡粪深加工设备，
生产的有机肥，肥效高又能改良土壤，
深受果蔬种植户的欢迎。这不仅大大增
加了我的经济收入，也使我的肉鸡养殖
逐步走上了规模化、程序化、标准化道
路，养殖效益年年增长。规模扩大了，
养殖数量增多了，乡党委、政府又积极
帮我解决肉鸡销路问题，协商县肉联
厂、雅士享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与我签订了销售协议，使我发
展规模养殖再无后顾之忧。为适应规模发展的需要，我又花
4万多元买了辆轻型载货汽车，拉料送货更加稳当便捷。

有了党的奖扶政策保驾护航，我的养鸡业得到了快
速、稳妥发展。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不但新建了2
层新楼房，购置了新家具和现代化家用电器，去年冬天，
我还买了辆桑塔纳轿车，也成了农村“有车一族”。从金
鹿自行车到桑塔纳轿车,我家的日子,真是吃着甘蔗上楼梯
——步步高、节节甜。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下河乡 陈京霞口述 高洪亮整理)

▲7 月 13 日，江西省余干县市政施工人员正在该县体育路
交流房小区进行污水管网建设。该县计划在年内完成对城区范
围内的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作。

祝 锋摄

▶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组织实施
了火车站片区污水改造、阳普街排水改造、万德以东片区污水改
造及宝宇商城污水改造等6处污水管网的改造工程。图为万德
以东片区雨水暗渠施工现场。

丛 琳摄

文明创建，不能忘了背街小巷

目前，正是夏播蔬菜生长发育旺季，又是
早稻收晒的关键时期，洪涝灾害的发生，对水
稻、蔬菜、花生等作物有较严重的影响。因
此，受灾后恢复其生长的措施既要考虑蔬菜田
间管理，也要考虑秋播水稻和蔬菜生产。应根
据天气变化情况和市场需求，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调整生产结构，通过及时恢复生产减少洪
涝灾害造成的损失。

第一，要及时抢收蔬菜。目前，田间湿度
大，病源菌多，又处于高温季节，蔬菜极易腐
烂。因此，对有上市价值的成熟蔬菜，要及时
抢收上市，以降低灾后损失，保障市场供应。

第二，加强田间管理，预防病虫害。水稻、
果树叶片和果实被暴雨侵袭后，伤痕累累，易被
病菌感染，发生大面积病害。所以，暴雨过后要
注意防治病害，及时开挖排水沟，排除渍水，防
止田间积水。对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块，要安
排动力排水，降低地下水位，减少淹渍时间，降
低受害程度。

第三，加强土壤管理。由于暴雨冲刷地
面，易使土壤板结，通透性差，根系吸肥吸水
能力下降。因此，暴雨过后应进行中耕，以加
速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和土壤养分的分解，促进
根系尽快恢复生理机能，提高对土壤养分和水
分的吸收能力，促使果蔬恢复生长。

第四，及时补种，调整生产。对洪水浸泡
时间过长、不能恢复正常生长的，应在洪水过
后及时改种其他生育期短的作物，抢种一批叶
类速生蔬菜，以减少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

（湖南省蔬菜研究所研究员 袁祖华）

专家作答——

改种补种减少损失

农民呼声——

受灾种植户盼帮扶

图为湖南省宁乡县灰汤镇枫木桥乡受灾的包
菜基地。

图/文 欧阳定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