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鹿邑县涡北镇算李村村
民刘美正在加工被罩。农闲了，她
每天坐在缝纫机前忙碌10个小时，
每加工一条被罩可挣一元钱。

刘美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丈夫王文志是名汽车司机，忠厚
勤劳。不料，2009 年的一天，王文
志突患脑瘤，导致双目失明，半身
不遂，直至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刘美对丈夫不弃不离，在精
心照护丈夫的同时，耕种 2亩责任
田，农闲给一家企业加工被罩，供
两个儿子上学读书。

“一日夫妻百日恩，再难我也
要照护好老公，撑起这个家！”刘
美如是说。⑦10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再难再难
也要撑起这个家也要撑起这个家

图① 正在忙碌的刘美。

图② 她每天给没有意识的老公喂水喂饭，接尿擦屎。

图③ 老公曾带她到北京旅游，至今仍让她记忆犹新。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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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民群众出行⑥ □本报记者 韩春光

好路“砸”成坏路 好事“办”成坏事
——邓州市九龙乡两公里“疙瘩路”引来群众埋怨声一片

“九龙到厚坡，路上净是窝。大的能行
船，小的能洗脚。”这是居住在邓州市九龙乡
至淅川县厚坡镇公路沿途的群众，20 世纪末
编的一句顺口溜，用来形容当时的糟糕路况

和出行困难。
21 世纪初，政府出资对这条公路进行

了大修，大修后的路面平坦顺畅，沿途群
众再也不用为出行困难犯愁了，男女老少
无不欢欣鼓舞。但是，自今年 6 月份以来，
因为邓州市九龙乡白庙村的两公里多路
段路面在麦收前被修路的施工机械“砸”
成了“疙瘩路”，新的出行难又成了困扰沿
途许多群众的心头之痛，让他们受尽了颠
簸之苦。

曾经是条平坦路

12 月 10 日，记者到白庙村采访。从九
龙乡政府所在地，沿着平坦的公路向西行大
约两三公里，来到南水北调渠桥。一过桥接
着向西，就到了属于白庙村段的“疙瘩路”。
路上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开汽车、骑自行车
走在上面，就像走在铺着大小鹅卵石块的河
滩上，上下颠簸，走不快、走不稳，只能像蜗
牛一样缓慢“爬”行。

“这条路是九龙乡以西白庙、犁陂等村
近万群众，和淅川县的厚坡镇数万群众去
往邓州市的必经之路，淅川县至邓州市的
客车每天也从此经过。”为记者引路的白庙
村 4 组一位 57 岁的张姓村民说：“这条路大

概在 10 多年前修过，修得可好了，路面光得
很，结实得很。虽说经过许多大车，包括许
多工程施工车辆的碾轧，这些年路面有些
破损，但只是星星点点，路还是平展展的，
总体来说还算是条好路，根本不像现在这
么难走。”

记者目测了一下，这条穿过白庙村的疙
瘩路，东西长约两公里多。由这段路向西，
即进入淅川县境内的厚坡镇张楼村，路面又
恢复了平坦状态。

“开膛破肚”后无人问津

紧邻这条公路，在路北边开农资门市部
卖农资、收购粮食的白庙村 2 组一位张姓村
民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麦收，一般都是在
5 月下旬。记得在麦收前，上头说要重新修
这条路，不知道是哪里的施工单位，用施工
机械将原来的水泥路面都给砸了砸，路面被
砸得疙疙瘩瘩的。结果砸了之后，就停下
来，也不修，算一算到现在一停就是半年多，
修路的事儿搁到这儿了。”

“不砸，还好走些。把路 砸 了 之 后 不
修，还不如不砸哩。”白庙村 1 组一位姓张
的村民接过话茬对记者说。“白庙村以东、
以西，现在都是好路，就俺村这一段路，像

一段‘肠梗阻’，堵在邓州市九龙乡和淅川
县厚坡镇中间，真是烦死人了。气都窝在
我们群众心里，但是我们又都无可奈何。
政府给群众办好事不能这样办呀！我们
也不知道给谁反映？你们党报得帮助我
们呼吁呼吁！”

“小时候，学习《汉语成语词典》，老师专
门让我们查‘怨声载道’这个成语，我们不明
白啥意思。”白庙村 3 组一位张姓村民对记者
说：“现在你们问一问我们村里的大人小孩，
哪一个不是‘怨声载道’！”

好事应该办好

记者快要离开白庙村时，许多村民再次
围着记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
议论纷纷：

“好路砸成坏路，好事办成坏事。群众
咋能没意见！”

“既然党委、政府想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好事就应该办好，实事就应该办实。”

……
“好事应该快办,不能拖拖拉拉的。”
“往后一拖，修路的事搁这儿了，不知道

等哪年哪月哩？群众咋会不埋怨，咋能不怨
声载道！”⑦10

日前，封丘县黄德镇南于村
村民给记者发来一封电子邮件，
反映河南中天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中天公司）非法在基本农田上开发商住楼、宾
馆和有关执法部门执法不到位的问题。

为此，记者专门前往做了调查。

不见树木牧草，却见商住楼宾馆
据该村村民介绍，2007 年 10 月 6 日，前村委干

部私下将位于省道 308 线两侧的 258 亩耕地（该地
2003 年被镇政府规划为基本农田，并设置了基本农
田保护碑，2011 年被人毁坏扔到路边的河沟里。）以
每亩每年700元的价格租赁给河南中天公司，租期40
年，主要从事树木和牧草种植。但中天公司在得到这
些土地后根本没有从事树木和牧草种植，而是在这
些耕地上开发起了商住楼、宾馆和鱼塘。

在当地村民的引领下，记者实地查看了中天公司
的土地开发情况。在308省道路北是中天公司的办公
区和生产区，有一栋4层办公大楼和几个生产挂面的车
间，没有看到一块牧草和一块林地。308省道路南伫立
着3栋4层楼，其中2栋为商住楼、1栋为宾馆，商住楼后
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也没有看到一处牧草和树林。

针对这个情况，南于村的村民认为中天公司破
坏了基本农田，属违法行为，并到封丘县国土局上
访。2009 年 10 月 20 日，封丘县国土局给上访村民
一份“信访处理意见书”，该意见书上说：“中天公司
在所租的耕地上擅自占地 60 亩建办公区，我局于
2007年 8月下达处罚决定书。2008年 5月交罚款 40
万元，对所毁坏的 3000平方米耕地限 30日内恢复原
地貌。”让村民不解的是，该处罚决定书下达的时间
竟然早于南于村与中天公司签订协议书近 2个月。

刑事处罚变成行政处罚
中天公司的行为使南于村村民很愤怒，村民们不间

断地到封丘县国土局上访，要求国土局严格执法，追究中
天公司的责任。为此，封丘县国土局给上访村民出具了

《国土资源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该移送书说，县国土局
于2007年7月12日已将此土地违法案件移交给县公安
局，而县公安局没有受理该案件。

上访村民到公安局咨询，得到的答复是：根据
《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
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国土资源部门
移交案件应当提供鉴定结论，县国土资源局在移交
这个案件时，并未提供对这起土地的鉴定结论，因
缺少主要证据无法立案。他们已经通知原移交机
关补充鉴定结论等相关证据。但封丘县国土局至
今也没有给县公安局提供鉴定结论。

于是，村民再度来到县国土局上访，该局出具了他
们在移交县公安局之前已经对中天公司下达的两份行
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是2007年8月9日下达的，对中天

公司给予40万元处罚，要求其在15日内将罚款缴到县国土局指定的封丘县
金汇信用社；另一份是2009年9月24日下达的，对中天公司给予5万元处
罚，要求其在15日内将罚款缴到指定的封丘县金汇信用社。

罚款票据疑点重重
村民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取了县国土局提供的中天

公司缴纳的五张罚款票据，但细心的村民却在这些票据中发现，罚款
数额、缴款日期以及缴款单位均有疑点。

首先是罚款数额不对。5 张罚款票据数额为 70 万元，而两份处罚
决定书上为 45万元，两者相差 25万元。

其次是缴款时间不对。中天公司两次土地违法罚款的缴纳期限
应该是 2007 年 8 月 9 日之后的 15 日内和 2009 年 9 月 24 日之后的 15 日
内。而从中天公司缴纳的五张票据显示日期均是 2008年的 5月。前者
延期了 7个多月，而后者竟提前了 1年多。

再次是罚款去向不对。县国土局给中天公司下达的两份处罚决
定书明确要求将罚款缴到被指定的封丘县金汇信用社。而中天公司
缴纳罚款的票据上（2008 年 5 月 14 日两笔罚款 58.3 万元）显示收款人
是封丘县黄德镇土地管理所所长马某某的个人账户。村民到县财政
局询问这笔罚款的去向，财政局的回答是没有收到县国土局的这笔
罚款。

对于村民们反映的情况，记者曾向封丘县国土局相关同志求证，该
同志仅说这件事情很复杂，便不愿意说更多的了。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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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是信阳市平桥区肖店乡庞
湾村村支书李金华，现在俺代表全
体村民借贵报一角，表扬表扬俺村
的李老太太！

李老太太叫李开凤，是俺村小西
组村民，今年74岁，她的5个儿子都在
南方打工，她和老伴在小西组生活。

俺庞湾村是淮河岸边的偏僻
村庄。2008 年，村里集资修村部
至老庞湾和村部至沙岗的两条路
时，李开凤和老伴捐款 2000 块，她
的捐款金额在全村最多。今年 11
月，村两委再次决定修路。这次修
路需要资金 5 万多元，村两委只筹
集了 4 万多元，还差一万块。因

2008 年 修 路 时 已 号 召 村 民 集 资
过，这次就没有再让村民集资。正
当俺发愁时，李开凤又把 5000 块
钱送到村委会。在李老太太的带
动下，施工队老板也表示先修路，
工钱可以缓一缓。

要知道俺村里修这两条路都
没有从她家门口过，她这一次捐
的 5000 块钱是她的孩子寄回的生
活费呀！现在，这条长 1.5 公里，
宽 4 米，连接邻村三个村民组，方
便约 1000 人出行的沙石路已经竣
工了，你说俺咋不感谢李老太太
呢！⑦10
（李金华 口述 王友 陈礼建 代笔）

七旬老太风格高 两次捐款修村道
每至岁末年关，农民工讨薪都会成为社

会热门话题。人们不禁反思，农民工群体为
何会陷入“年年打工，年年讨薪”的怪圈呢？

一边是国家不断加大解决农民工欠薪的
力度，一边却是农民工无助无奈的身影。表面
看，农民工领薪难、讨薪难，有自身法治意识不
强，无有效的用工合同，或用工合同不规范，一
旦发生纠纷执（司）法维权部门无法及时强力
维权等主观因素；也有工程发包方等工程款结
算不及时、工程承包方兑现工资不及时等客观
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导致年年如期上演农民
工“岁末讨薪之战”连续剧的，却是有关部门作
为不力、法规执行不到位造成的。

以工程建设项目为例，河南省建设厅
《关于实施省管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制度的通知》及相关配套文件都明确规定，
在河南省范围内实施房屋等工程建设时，要
求有关建设、施工单位要按照工程造价的一
定比例向城建、房管等部门缴纳一定数量的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目的就是严防由于各种
原因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时，可以先用这
笔押金先期支付，避免出现农民工讨薪难。

应当说，这一制度比较精准卡住了欠薪
最大、最高发的建筑领域讨薪难的“七寸”。
如果这一制度有效落实，建筑领域农民工讨
薪难将不复存在，起码要少很多。

可近些年来频发的农民工年末讨薪事
件，也说明了这一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落
实不力的缺憾。试想，如果城建、房管部门
监督有力，在相关工程开工前，就严格按照
要求让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交足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还会出现如此多的农民工年终扎
堆讨薪，但却无处讨薪或讨薪难的情况吗？
即使有，恐怕情况要比现在轻得多。

其二是司法惩处不给力。有数据显示，
2012 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
拖欠工资案件 24.36 万件。而据统计，自恶
意欠薪罪生效以来，截止到 2013 年底，在全

国范围内仅有 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刑
罚。这与这些年来随处可见、见惯不怪的欠
薪事件和人员相比，可谓是九牛一毛都称不
上，给社会的印象就是欠薪无成本，偶有被刑
罚的只能怪“运气差”。司法处理力度和范围
之弱，失去了应有的司法震慑力，也变相助长
了老板欠薪的底气。

此外，司法解决欠薪、追讨欠薪的简易
制度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也是降低司法威
慑欠薪力度的一个方面。比如国家有关部
门曾承诺“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须当
天立案并在 7 日内结案”，但在实际中，这一
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客观而言，近些年来，为了解决农民工
被欠薪和讨薪难这一热点难点问题，国家和
地方出台了不少的法律、规章、规定和配套
措施。如果这些措施都能够不折不扣的有
效落实，农民工工资可以说还是比较有保障
的。但现实给出的无疑是否定的回答。

“年年打工年年讨薪”，形象地说明了农
民工讨薪难题截至目前并没有效破解，折射
的是事关农民工薪资权益保障法规规章执
行的不力，反过来，就是在拷问相关部门事
关农民工工资等权益法律法规的执行力。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莫让农民工
陷入“年年打工年年讨薪”的怪圈，就需要有
关方面以人为本、以农民工为本，下大力气
提升农民工薪资维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执
行力，别让农民流汗还流泪。⑦10

“年年讨薪”拷问法规执行力
□余明辉

近年来，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
管 教 所（以 下 简 称“ 省 郑 州 未 管
所”）在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的
正确领导下，所党委带领全所警察
职工积极践行王文海厅长提出的

“听党的话，无私奉献，用心谋事”
的河南司法行政精神，紧紧围绕

“用先进的文化引领人、用科学的
制度规范人、用良好的环境激励
人”三条工作主线，坚守安全稳定
底线，稳中求进，探索出了一条具
有未管所特色的文明创建新路。

用先进的文化引领人，以道德
大讲堂传播正能量。省郑州未管所
所长晋国营告诉记者，以国学教育
感染人，让警察职工感悟到好德是
高尚的素养、孝心是最根本的修身、
奉献是最崇高的品格、知足是最简
单的幸福、勤俭是最基本的美德。
今年举办国学讲座 5期，警察职工已
把学国学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
式，更加注重自身的文明素养，工作
积极性和责任心明显提高。

日常生活中，所党委建好用好

“道德大讲堂”，从 2010
年起先后组织开展了41
期知识讲座，观看道德
模范事迹短片，诵读道
德经典，讲述身边先进
典型事迹，加强对干警
的思想道德教育。演讲家彭清一、蔡
朝东，清华大学教授帅松林、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裴广川，省会各知名高等
院校的专家学者不断做客大讲堂授
课。此外，通过队列会操、“四熟悉”
比武、擒敌拳、太极拳、广播体操、歌
咏比赛和专家讲座、团体心理辅导、
文化艺术节等大学习、大练兵活动，
培养了警察职工严整的警容、严谨的
警纪、良好的警姿。

用科学的制度规范人，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急则治标、缓则
治本、长则建制。监管安全是监狱的
生命线，是全体警察职工应该恪守的
底线，省郑州未管所始终将充分履行
监狱职能作为文明创建的基础性工
作抓紧抓实，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制
度和运行机制。从规范监区一日生

活秩序入手，未管所制定了一线警察
工作流程，规范警察直接管理的工作
程序和标准。通过狠抓各项监管制
度的落实，严格安全稳定责任制，形
成了层层负责、人人参与、环环相扣
的责任机制，使服刑人员全时段、全
方位都在制度框架内活动，同时干警
也要在行为规范内行使管理权。按
制度办事，已成为未管所警察职工的
优良传统。

省郑州未管所制定了新的《目
标管理工作考核办法》，构建以绩效
评价为重点的三个层级考评机制。
所里对二级机构的考核分为日常考
核、半年考核、年终综合考核。日常
考核包括日督察、周通报、月考核。
各科室和监区对警察职工的考核由
本部门负责人对所属人员每天进行

绩效考核，分为 A、B、C三个类别，每
周在例会上通报，月底将表现好的前
20%上报政治处，作为表彰的重要依
据。考核方案量化后，年终评奖由过
去的“评先进”向“算先进”进行嬗
变。过去，监区值班干警考核服刑人
员比较粗放，新的考核办法改变以往
的弊端，服刑人员考核由值班干警说
了算，当天考核当天公布，考核分值
与服刑人员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挂
钩，值班干警由“记录员”变成了“裁
判员”，有效调动了干警和服刑人员
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用良好的环境激励人，把监所打
造成“温馨之家”。近几年来，省郑州
未管所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达 800多万元，用于美化、亮化、绿化
狱内环境，改造监舍楼、洗澡堂、机关

办公场所；建成了塑胶跑道、灯光球
场、升旗设施，重新购置标准化铁床，
为所有服刑人员配备了颜色统一、质
量较好的棉被、褥子和床单等。以

“信息化工程”助推监所现代化建设，
建成了内部信息网络，提高了监狱工
作信息化和办公自动化水平。

所党委提出继续保持过紧日
子、过苦日子的思想，把钱花在继续
为警察职工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
程上，争取让警察职工在环境优美、
待遇优厚、领导关心、同志融洽的环
境中心情舒畅地工作。在日常生活
中，所党委不断提高警察职工的福利
待遇，让警察职工切实享受到改革发
展的成果。在政策法规许可的范围
内，省郑州未管所始终按照最高标准
落实干警职工津补贴、文明奖、公积

金等，适时组织干警职
工体检、送生日蛋糕。
及时为特困干警职工
发放特困救济基金、金
秋助学金，看望、慰问
住院病号，把党的关怀
和组织的温暖送到干
警的心坎上。

时代在变，环境在
变，但良好的作风代代
相传。省郑州未管所
干警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面对诱惑，
信念坚定。数年来，所党委紧紧围绕
监狱工作大局，以确保监狱安全稳定
为首要任务，倾力建设“平安、法治、文
明、和谐”未管所，以提高服刑人员改
造质量为中心，先后两次被省委、省政
府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司法部、省

直、厅局授予先进集体荣誉称号30余
项，荣立集体三等功6次，800多人次
受到记功、嘉奖。先后荣获“双争一
责”先进党委、“五好党委”、“五好纪
委”等诸多荣誉称号，至今已顺利实现
连续19年监管安全无事故，为全省监
狱安全稳定大局作出了贡献。

围绕三条主线 打造文明监所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河南省监狱管理
局第一政委王文海（前排右一）；河南省司法厅党委委
员、副厅长，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随军

（前排右三）在听取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党委
书记、所长晋国营（前排右二）介绍未管所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