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日前，萍乡市湘东区下埠镇大
陂村村民施伯云向本报“党报帮你
办”栏目反映，该村委会委员黄鹦
冒领 18 户农户救灾款。对此，下
埠镇相关负责人回应，施伯云反映
的黄鹦虚报 18 户农户受灾名单，
冒领救灾资金 6 万余元与事实有
出入，但查实了黄鹦以村级统筹安
排灾后重建工程资金的名义，将两
户农户申报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
金共计 7700元收归个人账户用于
其他支出。目前，该镇党委已给予
黄鹦党内警告处分。

5月 20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施
伯云，他称早在3月18日就反映了
黄鹦违规收取 18户农户救灾款一
事，并未引起重视。

下埠镇纪委书记杨玉华称，3
月 18 日收到情况反映后，镇纪委
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组成核查组进
行核查，4月 19日对存在违纪行为
的黄鹦予以立案。

“我们当时只收到施伯云反
映黄鹦收取 1 户农户救灾款的问
题，涉及金额 4100 元。”杨玉华

说，最终查明黄鹦到施某某、段某
某家中，以村级统筹安排灾后重
建资金名义，将上述两户农户申
报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金共 7700
元（其中施某某 4100 元、段某某
3600 元），收归个人账户用于其
他支出。

“当时申报了 5 户受灾户，因
施某某、段某某是低保户，房屋破
旧，村里受灾前就组织施工队对他
们的房屋进行了维修，我收的钱都
给了施工队。”黄鹦说。

“这是黄鹦的个人行为，事发
之前大陂村党委并不知情。”下埠
镇党委书记肖海波说，5月 19日下
午，该村党委已经召开了会议通报
了黄鹦的违纪问题，对黄鹦做出党
纪处分决定。

黄鹦上报受灾户材料时，下埠
镇应急管理部门是否对材料进行
审查，又是否到现场核实受灾情
况？肖海波说，这个他还不清楚，
要找负责审核的当事人了解后书
面回复记者。然而，在记者接到的
回复材料中，仍没提及下埠镇应急
管理部门是否到现场对受灾户进
行核实。

一朋友 14 岁的孩子近日因
没考好被父母责骂，离家出走。
找回来后问他为什么出走，孩子
生气地说：“你们只知道骂骂骂，
有真正关心过我吗？”孩子的话
让朋友陷入自责，从此开始抽时
间多陪孩子。

陶 渊 明 有 首《责 子 诗》曰 ：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
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
二 八 ，懒 惰 故 无 匹 。 阿 宣 行 志
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
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
物。”读过《五柳先生传》的人都
知道，陶渊明“性嗜酒”，到了“无
夕 不 饮 ”的 地 步 。 如 此 纵 酒 成
性，哪还有精力陪伴教育孩子。
看到孩子学业荒废，也就是“责”
一 下 ，并 没 有 从 自 己 身 上 找 原
因，然后继续“且进杯中物”。

在“责子”与“责己”问题上，
时下不少家长身上还可见五柳

先生遗风。前不久播出的电视
剧《陪你一起长大》，孩子被父母
逼着上各种兴趣班，但很多孩子不
感兴趣。孩子学不好，父母就有意
无意责怪孩子，或者夫妇之间通过
互相责怪而将这种情绪传递给孩
子，但始终缺乏“责己”意识。有的
父母整天嗜酒赌博，却哀叹孩子难
管教；有的父母每天上班“996”，却
责怪孩子不懂事，不体谅父母。他
们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到底拿了
多少时间陪伴孩子？

相比之下，三国时期的曹操
教子可就有方多了。一次，二儿
子曹彰受命北征。临行前，曹操
提醒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
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这番话说得既严肃，又充满对儿
子的关心和爱护，威武中的柔情
跃然纸上。

往事越千年，但古今父母的
爱子之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教
子的方法与态度。面对孩子的
错误与缺点，是一味责备，还是
先自责反思？两种不同的教子
方式，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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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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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子之前先责己
曹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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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欣荣

近日，南昌市樵舍镇村民向本
报“党报帮你办”栏目反映，该镇还
有多个村庄没有通自来水，村民靠
打井取水，非常不便。

樵舍镇副镇长夏邦儆表示，全
镇目前还有永建村等 11个村没有
通自来水，涉及4924户，约2万人。

樵舍镇永建村党支部书记张
曾田告诉记者，全村 400 多户，每
家都打了 3 口以上的水井。即便
这样，到了下半年，由于赣江水位
低，村民喝水还是存在困难。今年
3月底，江西桑海润泉供水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桑海润泉”）的施工
人员到村里铺设自来水管网，但不
知什么原因，已停工一个多月了。

就此，桑海润泉企管安检部部
长熊科伟说，停工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江西省新建润泉供水有限公
司（简称“新建润泉”）和桑海润泉
没有交接好，现在樵舍镇自来水项
目由桑海润泉负责。2021年之前，
两个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2021年之后，两家公司分开

了。2021年之前，樵舍镇巩固村等
5 个村自来水工程由新建润泉施
工，目前还没有验收，也没有交接
到桑海润泉；二是今年桑海润泉在
七里岗大街铺设自来水主管管网
时，由于遇到南昌临空德鑫土地开
发整理有限公司的阻挠，不让公司
铺设管道，所以永建村等村的自来
水施工就暂时停下来了。

新建区水利局水利科副科长
喻一明告诉记者，2020年，该局要
求桑海润泉对樵舍镇实施村村通
自来水项目，但由于各种原因，项
目进展缓慢。从今年 4月起，樵舍
镇已划归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辖，接下来的工作由经开区负责。

5月 14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社会发展局农村工作处任姓负
责人表示，樵舍镇农村供水项目事
项，今年4月26日新建区与经开区
办理了移交手续，对于施工问题，
桑海润泉一直没有来沟通。

5月21日，桑海润泉总经理助理
熊伟表示，他与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农
村工作处沟通好了，可以施工了，下周
将向樵舍镇政府提交施工报告。

2万村民盼望喝上自来水
南昌市樵舍镇农村供水管网建设进展慢

村干部冒领救灾款被举报
湘东区下埠镇已给当事人党纪处分

“每年我们都会进校园给学生
讲解交通安全知识，但孩子们记住
了多少？课堂效果如何？这次正
好给孩子们进行一次测试，看他们
掌握得怎么样。”红谷滩交警大队
二中队指导员徐永华说，为了检验
孩子们的交通安全知识，他与一中
队中队长涂煌辉各做了一段 2 分钟
的视频，包含了生活中常见的一些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给 学 生 们 现 场 播
放，看他们能否找出其中的交通违
法与不安全行为。

“我发现了 4个”“我发现了 6个”
“我还能补充1个”……红谷滩分校的
孩子们看完视频踊跃答题，当得知视
频中共有 13处交通违法与不安全的
行为时，都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我们在孩子们的答卷中进行了
梳理，发现一些比较显眼的交通违法
现象，如闯红灯、逆行、非机动车走机
动车道，翻越护栏等行为孩子们都能
发现，但还有一些不怎么显眼的行
为，孩子们没找出来。如骑电动自行
车不戴头盔、行人等红灯没在安全岛

内等等，这说明孩子们对这些现象司
空见惯，没觉得是不安全甚至是违法
的交通行为。”涂煌辉表示，今后民警
进校园宣讲安全知识时，将会以这次

“考试”为参照，针对性地增加内容，
让孩子们对交通安全知识掌握得更
扎实。

当日下午，在碟子湖学校，孩子
们也同样找出了闯红灯、往车窗外抛
物等违法行为，但对于行人从绿化带
横穿马路、驾驶机动车不系安全带等
不安全行为没有找出来。

“我爸爸开车就不系安全带，说
在市区内行驶不要紧，原来这已经违
法了。”“我爷爷骑电动车接我下课，
从来没戴过头盔，今天回家我要教育
他，不能再这样了。”孩子们听完徐永
华的一一点评后，恍然大悟，纷纷“揭
发”家长的违法行为。

“今天这次考试的结果，说明你
们对交通安全知识掌握得还不错，但
有些违法行为你们都没注意。希望
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们自己能遵守交
通法规，更要提醒家长遵守交通法
规。”听完徐永华的话语，孩子们频频
点头。

“通过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不
仅找出了孩子们在交通安全知识方
面的‘盲点’，也能让他们对交通安全
知识记得更牢。”徐永华说，希望孩子
以及家长们都能遵守交通法规，安全
出行。

走进校园 特殊考试绷紧安全弦

工资是劳动报酬，由用人单位发
放，而低保金是国家发给困难群众的
救助补助款，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
至低保户。曾祥禄等 8人当年既是低
保户又是环卫工，缘何遭遇工资不足
低保金凑的尴尬呢？

5月25日，记者来到宁都县找到曾
祥禄。据其介绍，往年莲塘社区环卫

工月薪在 1000 元以内，从 2015 年 1 月
起，田埠乡为进一步整治、美化集镇卫
生环境，增加了环卫工的工作量及工
作时间，相应将月薪调高至 1500 元。
他和李平秀等8名低保户应聘环卫工，
都被录用上岗。由于工资是按季度发
放，他们在第一季度领工资时，才发现
实发工资每人都少了数百元。曾祥禄
说，自己当时每月低保金是 330元，实
际到手的工资是 1170元，加起来正好
是当初承诺的1500元。

更让人不理解的是，到手的工资
不足额，可领工资签字时，工资单上仍
注明为 1500元，也未说明扣除低保金
等情况。

这种以“低保金当工资”的现象，
从2015年1月持续到2016年3月，据初
步估算，曾祥禄等8人被扣除的工资总
额达3万余元。

对此，莲塘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小
军甚感委屈。他说，环卫工的工资设
定标准及实发数额是由乡里定的，社

区只是执行工资发放。他解释，社区
所有开销支出实行报账制，每月或每
季度造表上报乡政府，由乡政府经管
站根据领导审批后，如数拨付专款给
社区，再由社区向社区干部及环卫工
发放工资。社区不可能擅自克扣他们
的工资，更不可能用他们的低保来冲
抵工资。

田埠乡政府经管站站长李小明向
记者提供了莲塘社区近五六年间的报
账票据，证实了这 8人所反映的“低保
金当工资”情况以及胡小军的解释。

面对记者采访，田埠乡纪委书记
曾焱表示，多年来，该乡一直存在财力
吃紧等情况，难以支付环卫工足额工
资。但以低保金凑足工资总额，减轻
乡财政压力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
纠正。因此，自 2016年 4月起，乡里量
力而行，将环卫工的月薪由 1500元降
至 1250元，应聘的环卫工不论是低保
户还是非低保户，均按 1250元标准发
放，低保户仍享受低保金。他解释，乡

镇财政是实行包干制的，针对社区及
村里的报账，不论数额大小，均由乡镇
财政承担，乡镇不可能再向县财政伸
手要钱。

对于曾焱的说法，目前仍在社
区从事环卫工作的李平秀也向记者
证实，她从 2016 年 4 月起，在社区做
环 卫 工 能 按 月 工 资 标 准 领 取 1250
元，加上低保金 280 元，每月总收入
是 1530 元。

据了解，2016年年初，就曾祥禄等
人的投诉，宁都县纪检监察部门介入
调查，责令田埠乡纠偏，并要求乡里督
促胡小军耐心向他们进行解释，及时
消除误会。但受某些因素影响，胡小
军和这8名环卫工的沟通效果不佳，使
得误会未能解除，且矛盾越积越深。

当天采访中，曾炎、胡小军当面向
曾祥禄再次耐心地解释，还将李平秀、
温义荣等人叫到现场，当面逐一解释
并致歉。积在这 8名环卫工心中的疙
瘩终于解开。

工资怎能和低保金扯到一起
宁都县田埠乡向8名环卫工解释并致歉

后房村是南昌县泾口乡经济实
力较弱的行政村，在后房村蹲点的泾
口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肖茂福说，
之前，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帮助脱贫户
解决了住房、饮水、道路、通信等大困
难，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中，村级监察联络员访民情发现，脱
贫户还有一些小小的心愿——想要
一台电磁炉应对一日三餐；想要一个
风扇缓解夏日酷暑……心愿虽小，却
牵动着党报记者的心。

记者当即与一直热心公益事业
的光大银行南昌分行联系，并得到

积极响应，该行办公室、渠道部联合
党支部党员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
抽调人员采购物资，打包装箱送往
现场。

“我一直是用铁锅烧饭，早就想
要个电饭煲，现在你们给我送上门
来，以后煮饭按量煮，太方便了。”心
愿得到满足，今年80岁的陈十得不停
地表示感谢。

刚刚从田里忙完回家的肖梅平
满头大汗，时不时用衣角擦汗，看着
送上门的崭新的电风扇，开心地笑
了。“家里只有一台旧电风扇，时常出

故障，一直想添置一台新的，没想到
这个心愿这么快就实现了，你们真是
给我送来了‘及时风’。”吹着崭新的
电风扇，手里提着一套故事书、一个
书包，肖梅平感叹道，“我还没给读小
学的孙子送过‘六一’儿童节礼物呢，
他也一直想要个书包，现在你们送来
了，也帮我完成了一个心愿。”

当天在走访过程中，64岁的范正
香拉着记者反映，她家的厨房下雨天
漏雨，希望能得到帮助，把问题解
决。陪同走访的泾口乡分管扶贫工
作的副乡长姜鹏庚了解情况后，当即

提出解决办法，并现场叮嘱村干部整
理好材料及时审批。这让范正香连
声道谢：“你们真是来办实事的，帮我
解决了大问题。”

光大银行南昌分行党务工作部
总经理段玲芬表示，和江西日报“党
报帮你办”栏目一起开展的这一次温
馨的活动，把关爱送给脱贫户，实现
他们的“微心愿”，非常有意义。今
后，将继续和党报携手，以“着眼实
际、贴近群众、奉献爱心”为主旨，开
展系列“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践
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脱贫不脱帮扶，稳稳守住幸福。5月27日，本报“党报帮你办”栏目携手光大银行南昌分行赴南昌县泾口乡后房
村，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为20户脱贫户实现“微心愿”，给他们送去了电风扇、电饭煲等生活用品，也给孩子们
送去了书包、书籍等学习用品。

哪些是生活中常见却又
没引起大家注意的交通违法
行为？哪些行为看上去普通
却有很大安全隐患？孩子们
常年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效果
如何？5月25日，在“六一”儿
童节到来之际，本报“党报帮
你办”栏目与南昌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红谷滩交警大队走
进南昌大学附属小学红谷滩
分校与碟子湖学校，进行了一
场特殊的考卷。

▲脱贫户实现微心愿。

▶到脱贫户家走访。

本报记者 余红举余红举摄

交警正在给孩子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本报记者 童梦宁

“说好月薪1500元，发工资
时却少了几百元。 社区干部的
理由是，我们每月享受了低保，少
发的钱由低保凑。这种做法合理
吗？”近日，宁都县田埠乡莲塘社
区居民曾祥禄反映，2015 年至
2016年期间，包括他在内的8名
环卫工低保金涉嫌被社区克扣。

本报记者 余红举

走进乡村 实现脱贫户的微心愿

本报记者 蔡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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