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证
热线电话：63505005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拨迷雾
见真相

路灯灯杆雨天会漏电？
市政部门：有接地线和防漏电保护

本报讯（记者 王勇）8月 11
日，我市突降大雨，中心城区多条
道路积水浸没道牙。 此后，微信朋
友圈疯传一条信息， 称市政维护
中心提示城区路灯杆内的电缆头
可防雨水淋溅， 但不能防水浸等
信息， 提醒市民下雨天远离。 对
此，记者致电市政部门，证实该消
息不是该部门所发， 但具有一定
警示意义。

在微信朋友圈疯传的信息
称， 市政维护中心提示城区路灯
杆内有一个电缆头， 电缆头的防
水等级可以做到防雨水淋溅，但
不能防水浸， 再加上地下各种管
线交叉、先后施工，情况复杂。 积
水一旦没过路沿石， 电缆头有可
能浸水，发生漏电事故。 暴雨中，
请提醒所有孩子、朋友、同事，上
学放学、上下班时，在路边台阶上
行走。 另外，大街上可能会有井盖
被大水冲开，或下雨时为了排水，
可能有很多井盖被打开， 外出时
请注意脚下， 看到雨水打漩涡的
地方，绕道而行。

8月 12日， 记者致电市政管
理处路灯管理所，一名工作人员回
复：“这条消息不是我们发的，但也
有其意义，毕竟安全最重要。”他表

示，这条消息显示发布提示的单位
为市政维护中心，我市没有叫这个
名称的单位。 此外，路灯电缆线都
有接地线和防漏电措施， 一旦漏
电，漏电保护开关会自动断电。

随后， 记者又致电市政管理
处。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条消息
不是该处所发。 该工作人员还表
示， 如果遇到需要打开窨井井盖
排水的情况， 会有工作人员值守
在排水口处以确保安全。

记者了解到， 为加强中心城
区夏季防汛工作， 市政部门多措
并举， 在汛期前对所辖道路进行
拉网式检查疏通， 及时更换补充
破损、丢失的井盖，认真检修排涝
泵站，确保运行正常。 对责任区域
积水定人定岗，重点盯防，严密监
控，积水较深（超过 40 厘米）时，
设立禁行标志， 确保行人车辆安
全。 按照管理区域划分， 加强道
路、排水设施巡视检查，坚守责任
路段， 迅速反馈市区市政道路积
水情况，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排
除道路积水。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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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武学贵：自办家庭图书馆，收藏图书 2 万余册

书香盈室 退休生活更精彩
□本报记者 陈卓 通讯员 高峰 文 / 图

8月 13日，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裴中海带队值班行风热线节目，回
应市民关注的燃气缴费等问题。

行风关注
目前， 我市的户外燃气管网已达

1600 余公里（东至红泥湾，南至黄台岗，
西至穰东，北至石桥）。 为确保燃气管网

设施的安全运行，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30余名巡线员， 每天对户外燃气管网进
行巡回检查，确保及时发现燃气管网安全
间距内的各类第三方施工和危机燃气管
网安全运行的其他隐患。 1月至 7月，该
公司对 164处第三方施工工地， 进行 24
小时旁站式监护。 4月份和 6月份，南阳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组织汛期安全排查，对
影响泄洪的过桥管、架空敷设在危房危墙
上架空管、 敷设在斜坡部位的燃气管道、
管道附近有深基坑的隐患部位进行排查，

共整改 55处存在安全隐患部位。
行风反馈
1. 龙王庙的燃气工程去年 11 月开

工，什么时候能通气？
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回复： 南阳

市九龙路龙王庙社区建成小区燃气工程，
是分区域施工通气的。 目前已有 82户通
气， 100 户左右已安装完毕施工单位正
在自检。该群众所在区域计划 8月底前架
设燃气管道，并施工完毕，之后会按照通
气计划安排置换通气。

2. 诚发都市新城和诚发书香苑何时
通燃气？

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回复：诚发都
市新城工程室内部分已验收完毕，地埋部
分由于第三方阻挡无法施工，暂时无法通
气，具体通气时间需要诚发开发商与邻近
住户协调解决。 诚发书香苑未交工程款，
所以该小区未安装燃气管道。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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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休老人，他创建家庭图书馆，收藏多元化珍品，精心打造“后花园”，
不仅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多彩多姿，还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 这位老人名叫武学贵，是原
市电机厂的一名退休工人。

喜欢读书 创办家庭图书馆
退休之前， 武学贵就博

览群书，工作之余手不释卷，
被同事笑称为“书痴”。 2011
年退休后， 武学贵有了创建
家庭图书馆的想法。“不仅能
给周围热爱读书的居民提供
方便， 还能充实自己的晚年
生活，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为了存放更多图书，武学
贵腾出客厅空间制作了满屋

的通墙书架，分门别类摆放书
籍。 多年来， 他四处淘书、买
书，跑遍各区各县的旧书市场
和各个图书馆，发布告示回收
绝版书籍，号召亲朋好友捐赠
图书。 9 年间，武学贵投入购
书款 20 余万元， 收藏书籍超
过 2 万册，他的家庭图书馆已
经初具规模。 如今，到武学贵
的家庭图书馆参观和学习的
人络绎不绝。

不仅如此，退休后，武学
贵还成了一位多种珍贵物品
的“收藏家”。 他收藏的物件
范围颇广， 地图、 邮票、古
玩、钱币、布票、粮票、行业
史（志）等应有尽有。 特别是
建国以来我市创办的各类报
刊， 他几乎每期都完好无损
地保存着。 其中，《南都晨
报》的前身《声屏周报》也赫
然在目。

钟情花草 精心打造“后花园”
参观过武学贵家的人，除

了对他的家庭图书馆和藏品
赞不绝口，还会对他精心打造
的“后花园”交口称誉。

走进他的“后花园”，鲜花
盛开，绿树成荫，流水潺潺，成
熟的果实挂满枝头。 在这不到
70 平方米的空间里， 生长着
桂、兰、月季、铁树、桃、梨、桔、

葡萄等名贵花木及果树， 就连
生长在南方的香蕉、柠檬、柚子
等树种也在这里“安家落户”。

园内花木之间有石子铺
成的通幽小径， 便于游人参
观。 配备的自动浇水系统，即
使主人外出月余不在家，花木
也可以正常生长。园内还养有
小鸟和观赏鱼，窗台上放置有

音乐播放设备，雅静的后花园
多了几分动感和灵性。

“退休后干的这几件事，
只是刚刚起步，仍需不断完善
和提高。我希望与身边更多的
老年朋友一起分享交流，让大
家都能过上丰富多彩的晚年
生活。 ”谈及今后的打算，武学
贵满怀期待。 ③5

创新打造党建阵地

推动学习型机关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

员 李红亚）今年以来，内乡县林
业部门以建设党建阵地为依托，
倡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党建
理论学习，推动学习型机关建设，
努力开创林业党建新模式。

该局通过构建“一室”“一廊”
“一讲堂”党建文化格局，积极搭
建党建阵地。“一室”即图书室，在
图书室摆放党建理论和党内法规

书籍，致力打造“精神粮仓”；“一
廊”即文化长廊，充分利用机关办
公院落和楼道走廊， 构建形式多
样的党建工作楼道走廊文化；“一
讲堂”即党建讲堂，结合林业系统
正在开展的以“比思想、比作风、
比工作、比服务、比形象”为内容
的“五比五看”活动，传授党的理
论方针政策， 让干部职工感受党
建的力量。 ③5

武学贵向参观者介绍收藏的《声屏周报》合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