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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年年成“热点”
1 月 18 日上午，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立勇在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法院
工作报告时提出，让农民工兄弟有尊严地劳
动 、有 体 面 地 生 活 ，去 年 ，河 南 省 法 院 为
19804 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4.32 亿元。

此前一天，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召
开新闻发布会称，专项行动一个月来，全省
共为 2.4 万农民工追发工资及补偿赔偿金
1.1 亿元。下一步，全省将实施欠薪案件查
处“快进模式”，努力实现春节前农民工工资
基本无拖欠，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动争
议案件基本办结。

记者注意到，河南法院系统开展的“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至今已
经持续到第五个年头。

搜索历年新闻报道不难发现，甚至是近
十年以来，农民工讨薪问题一直是媒体关注
的热点。每年，特别是年末岁尾，各地各部
门也都加大了为农民工讨薪、帮农民工维权
的力度，开展各种活动，采取各种措施。

种种举措，彰显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

执政理念，成绩有目共睹。但背后存在的问
题也发人深思，为何年年帮农民工讨薪？为
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顽症？

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
一些长期办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官与

记者谈起农民工讨薪问题，印象最深的是这
样一种现象：农民工虽然讨薪“有理”，但却
常常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总是处于弱势地
位。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合
议庭审判长祁祎说，很多农民工到法院准备
打官司讨薪时，手头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证
据，甚至别人到底欠他多少钱也不是十分清
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工程层层转
包，农民工到建筑工地干活绝大多数没有与
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只是有个口头协议就
开始干活了。农民工干多少活、出勤情况、
工时价格等方面资料都没有书面证据，加上

“僧多粥少”的矛盾，农民工不敢理直气壮地
向用工方主张权利，由此也造成了在诉讼中
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审判员
李华亮说，在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中，
经常会看到农民工无助的神情，他们寄希望
于法律，然而自己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看
到这种情况，出于对农民工的同情，法官会
主动做些“分外”的事情，直接与欠薪的老板
联系，晓以利害，或者通过私人关系打招呼，
最终促成农民工顺利拿到应得的工资。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鹏华
说，由于在诉讼中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为
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法官在办案
中，在审查农民工提交的证据时，往往放宽
了标准。在诉讼的各个环节，都采取了许多
便利农民工维权的措施。

恶意欠薪入刑应成常态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元

修认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我们固

然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同时对于恶意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工方也要加大处罚力
度，恶意欠薪入刑应成为常态。

谢元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八)》于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我国
1997 年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刑法修改。拒不
支付劳动者报酬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
为也正式列入《刑法修正案(八)》法条。2013
年 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关
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自 2013
年 1 月 23 日起施行。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 41 条规定，以
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
支付仍不支付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
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记者注意到，去年我省在这一司法解释
生效之后即开始实际执行。统计显示，2013
年，全省各级人社部门通过与法院、公安机
关协调配合，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件 18 起，其中 13 起被法院依法
宣判，16 名欠薪逃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追
回农民工工资 620 多万元。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民事审判
庭庭长严凤香说，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罪、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
中的确对那些恶意欠薪者有着极大的震慑
作用。一些欠薪者当得知因为恶意欠薪可
能构成犯罪之后，态度发生很大转变，支付
所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也积极多了。

制度建设才是根本出路
据了解，我省法院在办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中，创新工作机制，出台了一些便

民、利民措施，如快立、快审、快结措施，先
行支付措施，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制度，多部
门联动机制，等等，发挥了十分显著的成
效。

但从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多发的势头
来看，上述举措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
题。

一位长期办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官深
有感触地说，为农民工讨薪不是法院完全能
解决了的问题，它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制
度上的漏洞或者制度落实不力才是形成这
一顽症的根本症结所在。

这位法官说，从多年办案了解到的情况
看，形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开发
商手头没多少钱就开始盖楼或开发房地产，
楼建好了房子一时卖不出去，无力支付建筑
商工程款，建筑施工方本身往往层层转包，
也“顺理成章”地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此就形
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据了解，早在 2003 年有关部门就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建立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保障
金制度，以切实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问题。该通知要求，建设单位按工程中
标价的 2％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总承建
施工企业中标后，投标保证金（投标总价
2％）不再退回企业，直接转为农民工工资保
障金，若投标保证金不足中标价 2％，须补足
2％作为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一制度
落实得并不理想，在一些地方已形同虚设。

一位法官指出，大量的用工单位长期不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用工单位借此规避
法律规定，减少人力成本，有关职能部门应
该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建筑企业用工行为，
净化劳动力市场秩序，从源头上减少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的发生。同时，应该建立由政
府牵头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各方面齐抓共
管，并形成一套健全的制度，特别是要将各
项制度落到实处，这样才是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根本出路。⑦2

农民工何时不再讨薪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本报通讯员 王 峰 李 瑜

核心提示
每到年末岁尾，关于农民工讨

薪的问题总是能成为媒体报道的
“热点”。今年元旦过后，河南法院
再次启动“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
中办理”活动，至今这一活动已经
持续到第五个年头。

为何农民工讨薪问题年年讲、
年年抓，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顽症”？为此，记者采访了部分参
与办案的法官及部分法律界人士，
试图揭开农民工讨薪问题的症结
所在。

在郏县安良镇王平庄村，提起鲁国平，
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她是个难得的
好人。

独自赡养公婆不言悔
鲁国平今年 54 岁，她和丈夫承包了 20

多亩地，经济条件比较宽裕。她丈夫在兄弟
3 个中排行老大，由于两个弟弟家境比较困
难，当嫂子的鲁国平就挑起了赡养公婆的重
担。她经常给公婆送面粉、蔬菜，洗衣服，把
公婆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10 年前，公公
因病去世，鲁国平就把婆婆接到身边，像亲
生母亲一样侍候着。除了一日三餐递到婆
婆的手里，还给婆婆洗头、洗脚、洗衣，把婆
婆打扮得干干净净。冬天她怕婆婆冷，总是
把被窝暖热了再让婆婆睡下。

2005 年，婆婆突然卧床不起，鲁国平日
夜侍奉在病床前，照料得无微不至，直到婆
婆离开人世。

孝心献给另外两位老人
鲁国平的公公早年和村民姬清娃关系

要好，公公去世后，她看到姬清娃父子俩生
活困难，就把姬清娃安顿在自己家中，平日
里她给姬清娃洗衣、做饭，冬做棉衣夏添
单。10 多年来，她对老人如待亲生父亲一
样。在她的影响下，3 个儿女对老人都如亲
人一般。

2013 年 12 月 12 日 上 午 ，姬 清 娃 突 发
脑 梗 死 住 院 ，鲁 国 平 日 夜 陪 护 在 老 人 身

边悉心照料。 12 月 23 日，89 岁的姬清娃
离 开 了 人 世 ，鲁 国 平 就 像 女 儿 一 样 为 老
人送终。

“她待俺爹可好了，比我这个儿子都孝
顺。2000 年春，我爹发高烧不退，我当时不
在家，是她拉着俺爹去医院治疗。在俺爹患
病的日子里，俺爹想吃啥饭，她就做啥饭。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俺爹终于康复

了。”姬清娃的儿子姬朝伟提起往事，仍感激
得热泪盈眶。

今年 76 岁的村民李中欣告诉记者，他有
4 个儿子，从 2012 年，儿子们轮流赡养他。
三儿子在北京生活，三儿媳妇郭翠婷就给远
房表姐鲁国平打电话，请她替自己照顾公
公。从此，每当李中欣轮到三儿子赡养时，
鲁国平就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由于老人

患有高血压，老人去厕所时，为防老人发生
意外，她就将老人送到厕所，自己在外边等
候。在平顶山经商的女儿李清香回来看望
父亲，看到父亲在鲁国平家里吃得好、住得
好，感激地拉住鲁国平的手说：“您待俺爹比
亲生儿女都要亲啊！”郭翠婷拿出钱想要感
谢她时，却被鲁国平婉言谢绝。

她做的好事一火车也拉不完
笔者在王平庄村采访时，该村青年胡志

伟闻讯赶来，讲述鲁国平的好。“10 年前她家
院子里打了一眼井，村民们栽烟种红薯都去
她家取水，她从不嫌烦，一分钱的水费也没
有收过。平时村里谁家有困难，只要找到鲁
国平，从来没有落过空。”胡志伟说，鲁国平
的儿子在读初中时，她就在学校附近租房照
顾儿子。看到儿子要好的同学生活困难，鲁
国平就邀请 10 多名同学和儿子一起吃饭，她
给这些学生炕菜馍、炸油条、烙油馍，每周却
只收 20 元的生活费，直到这些学生高中毕
业，“人家卖饭都是挣钱的，她却年年赔钱，
可她从来都不嫌自己吃亏。”

“她家里有农业机械，每年都要义务帮
助特困户收种庄稼。”李俊阁说。“国平做的
好事真是一火车也拉不完！”村干部姬自强
感慨地说。

“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我的追求。我
会一如既往地做我能做的事，让更多的人感
受到人间真情。”今年 1 月 17 日，鲁国平平淡
地说。⑦2

近日笔者下乡，听到不少农
民反映乡村文化生活单调枯燥
乏味，春节临近，广大农民群众
期盼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以活
跃年节气氛，伴他们欢欢喜喜过
大年。

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农村的文艺演出活动很火爆。进
了腊月，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
就忙开了，请人编写剧目，白天干
活，晚上排练。大年初一，午饭一
吃就开始搭台演出，白天唱，晚上
也唱，在各生产队轮流演。到初
五后各大队相互演，或进行会演，
真是热火朝天，十里八村锣鼓阵
阵，欢声一片。这些自编自演的
快板书、数来宝、小演唱、小戏曲
等，演的都是身边事，唱的是身边
人。既贴近生活，又贴近群众；既
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富有地方
特色；让群众在获得精神享受的
同时，又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这种健康的群众性演出活动收到
了给社会提神鼓气，给家庭带来

祥和欢乐的良好作用，丰富了农
民们的春节文化生活，陶冶了道
德情操，增进了人们之间的和睦
友好关系。

然而，近几年来，一些村里的
鼓不响了，锣不敲了，红火不闹
了。乡村一些干部忽视了群众性
的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过年
过节，农民们围坐在电视机旁观
看电视，或几个人凑在一起打麻
将、赌钱。其实，群众中文娱人才
有的是，只是缺乏组织，缺乏倡
导。农民期盼上级有关部门以先
进的文化载体占领农村阵地，净
化农民群众的思想灵魂，用优秀
的文艺节目鼓舞引导农民，弘扬
优秀文化、传统文化，让农民乐在
农家，美在农家，充分感受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风尚。乡村干
部也应多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着
想，在嘴上省一点，在手头上紧一
点，把乡村文艺宣传队的锣鼓再
敲响，使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⑦8

中国人对生活的焦虑在过年
时集中爆发——不成功怎么衣锦
还乡？怕催婚，怕被问工资，怕送
礼……“过年 9 怕”在网络上引爆
了关于过年的集体恐慌。不少年
轻人成了“恐归族”。 (1 月 17 日

《新周刊》报道)
你看这年过的，比物质，比地

位，比官位，比送礼，比压岁钱，如
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哪是过年啊，
简直就是在“过钱”、“过地位”。
金钱、物欲、地位，成为年文化的
最重要内容、最主要旋律，谁的社
会地位不高，收入不高，人们就看
不起，庸俗化、交易化的交易气息
笼罩了过年气氛，以至于这种嫌
贫爱富的陋习让返乡者形成了一
种恐惧，实在是对纯洁快乐的年
文化的误解和背离。

年，之所以能够穿越几千年
而不衰，还成为世界性节日。外
在的过年礼仪和程序是次要的，
其中的文化和精神内核，才是最
宝贵的，这就是年文化的本然和
精神实质：注重沟通、守望相助、
宽容博爱、充满信任，回归纯朴，
让原始温情、本真情感、宽容包
容，得到最大程度的珍惜、保留和
继承。比如平日里和谁有了不愉
快，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化干
戈为玉帛，尤其对困难的朋友和
亲人，多一些积极帮扶，积累更多
正能量等。只要“人”在，有真情，
有团聚，这就是最好的过年，这就
是最浓厚的年味。对于归乡的游
子而言，家人和朋友看重的绝对
不应该是宝马香车、衣锦还乡，应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期盼、亲
情抚慰。哪怕事业发展还不够理
想，几句家乡话就能让一年的疲
劳得到化解，让漂泊的疲惫得到

纾解，让沉淀的情感找到共鸣。
人们过年时获得的心理和精神收
获，是无法用物质取代的，也取代
不了。

再说了，人的能力总是有差
异的，有能力衣锦还乡，当然好。
就是没有挣大钱，只要能自食其
力，在社会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对朋友真诚，对家庭负责，对长辈
孝敬，这仍然是一种人生成功。
这种朴素意义上的成功，是绝大
多数人注定要过的一种生活常
态，因为生活的本然就是“平平常
常才是真”，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过
年攀比，而将这种“平常的幸福”
当作一种“没出息”，而形成一种
人格偏差、认知偏差。

遗憾的是，随着物化意识的
不断增强，这些年，年文化的精神
内涵却受到了淡忘和忽略，更多
人更注重用光鲜的物质刺激、物
欲满足，装扮新年，相互攀比，追
逐功利，让过年场面绚烂、排场、
壮观、有面子，却忽视了从自我精
神上整理自己，提升自我。总是
一种发展遗憾和不足。所以，从
这个意义上认识“恐归族”，这些
人根本没有深入挖掘年文化厚重
的精神内涵，这何尝不是一种急
功近利的物化思维呢？

应该让纯洁快乐的年文化得
到回归。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
在注重物质创富的同时，当然也
应该注重精神创富，完成和传统
文化、精神血脉的对接。注重创
富，更注重亲情和温馨；注重发展
事业，更珍惜曾经的温情和友谊
以及信任。这不仅仅是对过年文
化的一种传承，对于事业发展、民
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都是一个积
极提高。⑦2

春节前夕，笔者来到一家报
社，打算像往年一样，从一位在报
社任副总编的老朋友那里拿几本
挂历。

自 1990 年我们相识至今，每
年这位老朋友都会将各单位送来
的精美挂历赠送给笔者几本。笔
者拿回家后，除留一本自用外，多
余的又作为新年礼物，转送给其
他亲戚朋友。

可是，今年笔者再次走进这
位副总编的办公室，却一本挂历
也没有拿到。这位副总编笑着解
释说：“今年中纪委下发《关于严
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
品的通知》，各单位都严格执行，
勤俭节约，已蔚然成风。”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中国共产党人更应该把它
发扬光大。然而，近年来，有些党
政机关或领导干部，却置党风党
纪于不顾，开始讲排场、比阔气，
大手大脚、奢侈浪费，致使社会上
充斥着奢靡浮华的风气，引人诟
病。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作
风，无形中疏远了党和人民的鱼
水关系。

中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
体共产党员，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反
对浪费，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让节俭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今
年，从报社副总编辑没有挂历送

朋友可以看出，厉行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的作风已经在党内落
地生根，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积
极作用。

挂历并不是消费必需品，一个
家庭，多则两个足矣，如果没有，也
不影响正常生活。而前几年，副总
编办公室年年都堆放着近百本挂
历，让他本人也很难处理，除自用
和送朋友外，还有不少剩余，最后
只能拿去卖废纸，这无疑是一种极
大的浪费。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森
林资源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大量印
制“多余”的贺年卡和挂历，更是一
种资源浪费，没有将紧缺的资源完
全用在“刀刃”上。

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赠送
和邮寄挂历和贺年卡，杜绝了讲
排场、摆阔气和撑面子的旧习。
挂历自己买，首先关注的是其实
用性和性价比，不会过多地考虑
其是否够精美，送人会不会有面
子等问题。这样，做工简单、纸张
较薄、价格低廉的挂历销量肯定
更好，对森林资源的浪费也会大
大减少。

勤俭节约之风，是希望之风，
它吹净了党政机关中的污浊之
气，吹散了党和群众心中的隔阂，
也吹开了一条奔向美丽幸福的康
庄大道，党和人民将在这条大路
上，走得更快，更远。⑦8

从无挂历送朋友看新风
□刘金有 任胜利

农民期盼火红文化“闹”新年
□李自强

“恐归族”呼唤纯洁快乐的年文化
□刘克梅

早晨 7 时，一位中年女投递员把报纸、信
件、包裹收拾利索出门，骑着邮车,顶着凛冽
的寒风奔波在数百个单位、用户之中，送报
纸、送信件、寄包裹，一圈下来足有 20 多公
里，这就是她的邮路图。她就是被河南省邮
政局推荐为全国最美投递员、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平顶山市邮政局中心站投递
员史东红。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13 年来，史东红
投递里程达十多万公里，投递各类报刊邮件
400 多万份，从未出现任何差错，不少用户称
她“最美邮政投递员”。

一个本，写满邮政用户
今年 45 岁的史东红，中等身材，眉清目

秀，白皙的脸上常常挂满笑容，她不仅长得美
丽动人，心灵更美。她的一个本子，写满了邮
政用户。

史东红随身总是带着一个记录本，上面
记录着投递单位和上千用户的名称、地址、电
话等。谁订阅报纸、杂志，谁邮寄信件包裹，
不管再忙，她都会准时赶到。

住在启蒙路上的李光明，今年 70 多岁，
是位集邮爱好者，他几乎每天都要往全国各
地寄信件、明信片、贺年卡及包裹，不少人也

给他邮寄同样的东西交流。史东红自接到李
光明的求助电话后，登门送寄，不厌其烦。
2013 年夏日的一天，她冒着高温爬上了李老
汉住的 3 楼，为他送信件和包裹，由于天热，
史东红中暑了，来到李老汉家时，头晕目眩，
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差点晕倒。李老汉见此情
景，忙扶住史东红坐下，“闺女，来，快吃西瓜，
消消暑，闺女，真难为你了。”

一张名片，连着用户的心
为了激励自己，服务好用户，她自费印制

2000 多张名片分发给用户。每张名片上正
面印着自己的姓名、电话、党员身份、服务对
象。背后印着时刻牢记“人民邮政为人民”的
服务宗旨。她以名片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做一名称职的投递员。

史东红的优质服务在全市出了名，不属
她管辖范围的用户也纷纷找上门来。对此，
史东红总是说：“邮政服务没有地界和区域之
分。”

吴长山在西市场卖菜，在外打工的女儿
想往家寄钱，但他住的房子是租的，没有门牌
号和确切的地址没法寄。他听说史东红服务
态度好，但不属于她的管辖范围，她能管吗？
一天他抱着试试的态度，找到史东红说明情

况，史东红满口答应，“这事我包了！”于是，吴
长山的女儿每次给父亲寄钱，总是汇款单上
写着史东红的名字，每次取钱营业员便开玩
笑说：“东红，谁这么好，每月给你寄这么多
钱。”史东红总是微笑着说：“亲戚呗。”吴长山
非常感激史东红，对她说：“东红，我认你做妹
妹，我的女儿认你做姑姑吧？”史东红爽朗地
回答：“中！”还有一个在西市场做水果生意的
郭艳红，因租房住，儿子在四川某部当兵往家
寄信、寄东西没法寄，找到史东红帮忙，史东
红二话没说，就担起了这份责任和义务，每次
寄信和东西，在四川当兵的儿子，总是写上

“史东红转母亲收”。

一颗心，装着党恩民情
史东红从未忘记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

去年 4 月 28 日，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在市委会
议中心，隆重表彰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当作为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的史东红走上领奖台时，情不自禁，
热泪滚涌。

鹰城平顶山的夜晚，显得格外幽静。当
天晚上，一轮明月升起，照耀着起伏连绵的伏
牛山脉。史东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回味着
受表彰时的幸福情景，她越想越激动，顿时热

血沸腾，她铺好纸张，拿起笔，给省邮政公司
总经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俺从一
名普通职工，成为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感谢党的关怀，俺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努力
工作，报答党的恩情。”⑦7

史东红的邮路图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吴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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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平（右）在和李中欣老人开心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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