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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网友热议

我市征集2016年十件实事

网友纷纷热情建言（下）

2015，我市十件实事成绩斐然，完成情况相当好，且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相当高。多年未修的道路通了，很多
河水变清了，街道门头牌匾变靓了，公园更美了……

为了我市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本人建议市政府 2016
年还要在以下这些方面多作努力。

1.为巩固 2015年道路修建的成果，希望对 2015年新修
建的道路做好善后和收尾工作 （进行逐条道路验收很重
要），比如：没有清运走的垃圾要及时清理，把人行道铺设
透水方砖、绿化，切实加强管理，特别要防止公用资源被
个人占用。

2.对于道路及河道两侧的违章建筑要继续进行清理和
拆迁，形成违建必拆的强力态势，并酌情对拆迁后的道路
及河道进行规范和整修。

3.加大对城中村和背街小巷的治理改造和违章建筑的
拆迁力度，使背街小巷的下水道畅通、道路平、路灯亮。

4.建议尽快修通机场路。
5.希望尽快解决异地居住离退休人员医疗卡的全市通

用问题。 ——天地吾心
商丘古城保护建设是一项德政工程、民生工程、系统

工程，保护好、建设好、利用好古城更是所有商丘人民多
年来的愿望和梦想。商丘古城的建设能不能加快一点速
度。古城东关拆了一半没动静了，什么时候才能动工啊！

大家都盼着商丘古城的新面貌能够早日与商丘人民见面。
——出发点

古城改造进度也太慢了，以现在的速度绝对影响商丘
古城的将来，望领导重视。 ——大隅首旁的童年

加快商丘新区、中心商务区的建设速度，尽快完成日
月湖的修建，让新区成为商丘新的发展中心。

——商东南
每年春天，市区内的杨絮就像下雪一样飘飘扬扬，无

孔不入，既影响环境，又危害群众身体健康，也影响小麦
等农作物生长。我建议对市区内的杨树进行改良，让其

“绝育”，或干脆换成其他绿化树种，彻底消灭杨絮。
——佚名

商都公园立项已久，规划布局已久，却久久没有落
地，作为一名商丘人我感到痛心疾首。商都公园不仅可以
增加绿地面积，为市民提供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场地，同时
商都公园也应该能带动四大道路周边地块的开发。

——丁学杰
郊区用水不安全，有异味，得处理，此乃民生大计！

——你的微笑
2015 年，我市多地多次发生自来水有“颜色”的问

题，各种“颜色”的自来水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不
禁让人担心自来水水质问题。希望2016年，市政府能够加

大力度治理自来水有“颜色”的问题。
——小城变老城

我觉得应该升级改造梁园区黄河路 （310 国道）。八
中、一回小、康城花园 （高铁安置区） 都在黄河路旁，每
天大卡车从这条路川流不息，对学生及附近居民都很不安
全，改造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家在道北
市里面之前说过要建过街天桥，由于道路升级改造等

原因而搁浅，希望2016年能够重提此事。有可能的话，可
不可以在神火大道上和商丘学院门前建几处过街天桥，这
些路段车流量大，横穿马路实在是很危险。

——绝非霹雳
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配套设施建设，按照适当比例

配备生活老师、心理辅导老师和文体活动老师，加强师资
管理和培训，并将其纳入学校编制中。在留守儿童集中的
乡村建立关爱服务阵地，发挥民间社会力量的作用，培育
乡村留守家庭互助小组和留守儿童互助小组等组织，强化
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安全保护预
警与应急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问题，有关方面人员能迅速
介入并妥善处理。

——风从北方来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编辑同志：
我是宁陵县程楼乡姜王庄村农民王学三，一家三口人，

只有2.5亩耕地。前年我随村建筑队打工，不慎从脚手架上
掉下来，摔断了脊骨，花了 13万元也没看好病，落下了终
生残疾。乡里闻讯后，给我一家办理了低保。

俺所住的5间房子是1986年我结婚时盖成的，屈指算来
已有近 20 年了，近两年每逢下雨总是漏水，我也总想着
修修房子。今年秋末，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开始了，乡村干部
知道我家的情况，就逐级上报为我圆梦。不久前俺通过申
请，乡里依照农村危房改造的好政策为俺修了这所房子。

依照危房改造程序，我只能在出钱出资换上新房顶之后，
才能领来一笔危房改造资金，可我手里哪有钱啊！花钱看病
欠的账还没有还清，再贷再借也没有路子。乡里的领导知道
我家的困境后，派人找程楼一建材商店联系，让这家商店为我
们家赶制 5间房屋的铁皮瓦房顶，还委托他们出工为我家上
房顶，等有关部门对改造房验收拨款之后再和他们结算。因
为这家建材商了解农村危房改造的优惠政策，再加上有乡政
府保账，他们就尽快地把一个新房顶赶制出来，并用一天时间
出工把这一新房顶安装在我家的房上，遂了我的心愿。

我是躺在床上的一位病人，时时处处享受着党和政府的
优惠政策和照顾，我心里不知咋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为
我操心的人，只有托人写下这一篇文章，向他们表示敬意。

王学三口述 屈效东代笔

房屋修好俺感动

俺村到省道的这条路该修了
反映问题：民权县王庄寨镇乔集村至324省道的路

通行不便，啥时候能修呢？
办理单位：民权县委
办理结果：乔集村位于民权县王庄寨镇东南部，辖

三个自然村。王庄寨镇以“一事一议”的方式于 2011
年筹资新修了乔集村内道路 3400米，2013年筹资新修
了乔集村至王庄寨镇的出村道路 1400米。王庄寨镇政
府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
划乡村通畅工程加快农村公路发展的意见》（豫政
〔2014〕 51号），将乔集村至 324省道路段以“通村公
路”项目报送民权县交通局，通过招投标，近日施工单
位已经完成水泥路面铺设，该段道路已正式通车。

下水道阻塞影响群众生活
反映问题：民权县城关医院路北的一段（贸易路

上）的下水道堵了很久，没有人过问，严重影响了附近
居民的生活。

办理单位：民权县县委办公室
办理结果：经民权县住建局市政工程管理大队工作

人员对贸易路进行分段细致排查后发现，城关医院东侧
正在建设的一个小区工地的建筑垃圾将一段排水管网占
压堵塞，致使周围居民门前的下水道无法排水。县住建
局市政工程管理大队通知该小区施工单位清理障碍物，
清理完毕后，立即组织人员对该段管网进行疏通。目
前，该路段下水道已疏通完毕，确保了该区域居民的正
常生活。

垃圾无人清扫为哪般
反映问题：光复街平安托运站以南拆迁，以北不在

拆迁范围，最近一段时间，环卫工人不再打扫平安托运
站以北的区域，现在垃圾很多，污水横流，对附近居民
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办理单位：梁园区政府
办理结果：经调查，根据省政府工作部署，郑徐客

运专线将于 2016 年 3 月进行联调联试，7 月将全线通
车，为落实工作任务，确保时间节点内按时完成，梁园
区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征收建设工
作。2015年9月24日，梁园区正式启动高铁二期部分区
域征收工作。由于拆迁区域北边线划分问题，区城管局
对道北征收区域内的街道停止了垃圾打扫清理。目前，
区高铁办与东风办事处正积极协调联系中建七局在拆迁
区域北边线拉施工围挡，确保围挡外群众正常生活。

话题聚焦：市政府办公室征集2016年十件实事的活动于昨日结束，很多网友都参与了这次征集活动。上期我们主要整理

了关于交通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其实，除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网友们还提出了很多有关商丘发展的真知灼见。

◀12月 16日，市体育馆门前公交车站牌的路面已经损坏。
为了“六城”联创，我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是由于种
种原因，有些城建公共设施投入使用没多长时间就损坏了，浪
费人力物力财力，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及时修补。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12月 16日，在金世纪广场南侧的南京路上，一名小摊
贩在人行道上摆放生活用品、玩具等，既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不
便，又影响市容环境卫生。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每年这个时候，购买火车票总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今年
也不例外。本该满心欢喜购买回家过年的车票，但12306购票
系统却发生了“意外”。电话和传真机、鱿鱼和章鱼、大蒜和
蒜苗……你能分辨清楚吗？近日，12306售票网站“意外走
红”的验证码让抢票者瞬间“抓瞎”，不少网友吐槽，想要成
功抢到一张春运火车票，不仅要手快，还要拼眼力。

图片验证码成“拦路虎”

“铁老大”已于日前公布了 2016年春节火车票预售日期
表，于是网友们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抢购回家的火车票。今
年，为了打击“黄牛党”，保护旅客的信息安全，铁道部采取
了手机双向核验的方式，并且在登录时和购票时都需要选对
验证码才可登录购票。近日，购买春运火车票迎来最高峰，
但不少人被图片验证码搞得火气很大。

“为了买张回家的火车票，眼睛都快成斗鸡眼了。”“让我
找开瓶器、烟囱图片，图片很模糊，选错了几次，票就没
啦。”在微信、微博上，都可以看到不少春运购票族吐槽网上
抢票屡次失败。一些网友表示，五花八门的验证码有点像小
游戏“连连看”和“找你妹”，大大降低了购票速度和成功
率。

前几日，在山东工作的刘志磊可被购票验证码难住了，
他在QQ上告诉记者，购票验证码让人眼花缭乱，“现在买火
车票的流程就是，登录网站，选票，验证码输入错误好几
次，好不容易正确了，发现票已经售完了。”刘志磊对此很是
无奈，“虽说设置图片验证码是为了防止‘黄牛’和各种抢票
软件，但因图片信息不清晰、不贴近生活，从而成了普通购
票用户的‘拦路虎’。”

图片验证码容易漏选

辨别图片验证码究竟有多难？昨日，记者用手机登录
12306客户端，随意选择了目的地、时间和车次后，屏幕下方
的验证码部分就显示一个白框，同时显示：请点击下图中所
有的鹰、鹦鹉。

记者看到，每组验证码给出的图片有8张，每张正方形的
图片大约有1平方厘米，大多为生活中常见物品，如手表、苹
果、毛笔、犀牛、太阳能等。购票者需要根据系统给出的提
示，选出一张或若干张符合提示内容的图片，如对答案没有
把握，可以刷新换另一组图片。只有全部勾选正确，才能验
证成功，多选、少选或错选均无法通过验证。

随后，记者选择了该组验证图片中的鹰和鹦鹉，提交订
单后却显示验证码不正确，再次点击后则出现了一组新的验
证码。经过三次验证，记者终于成功了。在反复实验了几次
后记者发现，虽然每次要求选出的物品只有两个，但验证码
中会出现至少两个以上的相同物品，很容易被漏选，因此，
因图片不清晰看错和漏选则成了购票者最容易出现的错误。

奇葩验证码多是网友恶搞

据了解，互联网上一组12306验证码大数据显示，图片码
的数量已达581种，按照要输入两个关键词的登录规则，用户
将有机会尝试 336980道不同验证码题目的机会。而一次性输
入正确的仅为8%，两次成功的比例为27%，65%的人需要3次
甚至4次以上才能输对。

“如果只是数量多也就算了，可是能不能让图片清晰一些
呢？”很多购票者对验证码最大的意见就是图片模糊，很难看
得清。还有网友总结出了12306几大类不容易识别和混淆的图
片码，比如橘子和橙子、公交卡和信用卡、鱿鱼和章鱼、盒
子和收纳箱、大蒜和蒜苗、人参和萝卜。95后的王丹亦还表
示，“特别是煤油灯、缝纫机、砚台这些老古董，我在生活中
根本就没见过。”

此外，记者在网上看到有网友晒出一组女性头像照，有
卷发和直发的，有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有戴帽子和不戴帽
子的，让你从中选出白百何，还有杨臣刚、矮子、美男子等

“奇葩”验证码也成了网友们的吐槽对象。对此，12306网站
公开表示，验证码基本以物品为主，而且是大家比较熟知
的，不会出现人脸图片，网上诸如刘翔之类的图片验证码都
是网友恶搞，并非 12306网站提供的，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
讹。

网购春运火车票 手快还要拼眼力

12306验证码让买票者“抓瞎”
本报记者 赵若羽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与孩
子接触的时候是手机不离手的，无
论是接送孩子，和孩子一起吃饭，
或是陪孩子去公园，辅导孩子做作
业都是手捧手机，眼盯手机，人在
心不在，对孩子的一切爱理不理。

12 月 15 日，记者在一家餐
厅看到一位年轻爸爸陪儿子等餐
时专注地盯着手机玩游戏，他都没
注意到旁边的儿子将餐巾纸塞在嘴
里。“我在店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情
形，大人盯着手机看，孩子捧着
iPad玩，父母与孩子之间几乎是零
交流。”一位服务员告诉记者。记
者走访市区一些游乐场、餐厅等场
所发现，低头族父母随处可见。

记者采访了身边几位80后年轻
父母，九成表示会在陪孩子时玩手
机。玩手机都干点啥？刷朋友圈、
玩游戏、看淘宝，多数人如此表示。

“知道这样做不对，但还是忍
不住。”26岁的李晓丹坦言。作为

伴随手机成长的一代，刷微博、玩
微信已成为李晓丹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新晋爸
爸，张新也称手机已侵入生活的方
方面面，“上班累了一天，回到家
就想趁孩子玩耍时刷手机放松放
松。”他说。

与大多数父母不同，有三岁儿
子的李丹华与老公坚持不在孩子面
前玩手机。下班一回家，俩人就将
手机放在一固定的地方，除非有来
电才碰手机。“等孩子睡着后会用
手机和朋友聊聊天。”她说，“平时
陪孩子时间少，不想让手机占用宝
贵的亲子时光。”

面对“手机控”父母，孩子的
心里又是什么感觉呢？“平时爸爸
妈妈总是说玩手机坏眼睛，不让我
玩，可是他们自己却天天玩。”说
起爸爸妈妈，正读一年级的刘佳逸
很不服气。在小佳逸眼里，手机成
了和自己抢夺父母爱的“敌人”。

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孩子面对低
头族爸妈时，都会有所埋怨。

“父母应该少玩手机多陪孩
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顾月霞
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
长对孩子的成长影响非常大。家长
经常玩手机，甚至在应该陪伴孩子
的时候都还是只顾玩手机，极大地
影响了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
减低了孩子对家长的信任度，拉开
了家长与孩子的感情距离。而且，
孩子对家长玩手机的行为也会模
仿，如果让孩子感觉手机是一个奇
妙的、好玩的东西，那么便很难控
制孩子对手机的好奇了，这会影响
到孩子的视力和学业。

顾月霞建议家长，在陪伴孩子
的时候，要全心全意地投入，该说
教的时候就说教，该互动的时候就
互动，一心一意，不走神，即使手
机上的内容再精彩，也应该先暂放
一下。

热衷玩手机 冷落了孩子

不要当这样的低头族父母
本报记者 刘玉宁

编辑同志：
日历几乎与我们天天见面，一本融知识性、趣味性、指导

性内容的日历可以在人们不经意的翻阅中，潜移默化地起到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但让人遗憾的是，充斥封建迷信
内容的日历随处可见，尤其在一些偏僻农村集贸市场。这种
日历常常用每页的大半部分刊登诸如某日宜祭礼、动土，不宜
嫁娶、出行等文字，还对人们做的梦进行“注解”，告知人们喜
神、福神、财神每天所处的不同方位等，这些毫无道理的迷信
内容与今天崇尚科学的大环境格格不入。

时下,又到了日历、挂历销售旺季，笔者在此呼吁文化市
场管理部门要切实把好准入关，不让这样的日历进入市场。
广大农民朋友更要积极携起手来，自觉抵制不健康的日历，让
其没有市场。同时有关执法部门要严厉打击“地下”小印刷
厂，使制售假劣日历的活动销声匿迹。

读者：卢学波

莫让封建迷信内容上日历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