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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让正常人汗颜的
摄影师”的帖子走红网络，引来许
多网友的点赞。照片上，穿着红马
甲、脖子上挎着尼康 D7000 相机的
一个中年男子，失去了双手的小
臂，仅靠残肢来控制相机。

日前，笔者在安阳市市民文化
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发现了这
位“无手摄影师”——李广瑞。他
拍起照片，沉稳冷静，但攀谈起来，
却有些腼腆，总是说：“我就是喜欢

摄影而已。”
李广瑞，今年 40 岁刚出头，七

八岁时，两手因被高压电击成重
伤，致使他双肘以下被截肢。因为
没有双手，小时候的他，上厕所得
由父母扶着，吃饭时只能用嘴对着
盘子，一口一口地舔着吃，性格也
由开朗变得自闭。直到初二暑假
那年，遇到了邻村同样失去了双臂
的张相洲，李广瑞才明白，残障人
士照样能做饭、洗衣服、骑自行车，

“别人可以看不起你，但你必须得
看得起自己。”

1994 年，在安阳大理石厂开抛
光机的他，攒了三个月工资买了部
傻瓜相机，周围邻居还疑惑：没有
手，怎么拍照？傻瓜相机太轻，他
托不稳，按快门时机身一抖，图就
虚了，冲洗照片一看，半卷胶片都
报废了。为了练臂力，他给俩胳膊
绑上砖，一下班就练“举重”，两个
月下来，胳臂上留下两道勒痕，但

报废率却大大降低。
没有双手的李广瑞爱上摄影

已经 20 年了，没人知道他为摄影吃
过多少苦，“挤”开相机包的塑料卡
扣，“钩”起相机肩带挂在脖子上，托
稳机身拨动变焦环，“摁”下快门……
用两只残臂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李
广瑞练习了整整 20 年。

周末，他常去安阳市大小公园
拍风景，不断思考、摸索。一晃 20
年过去，傻瓜相机升级成卡片机、

单反，他还买了台电脑，装上 PS，学
会了图片后期处理。摄影也给了
他很大的自信，他在家具厂做过黑
板报，还和朋友合开过复印店，在
彩色印刷包装厂当过技术员。去
年年初，他到郑州豫残联盟做专职
工作人员，负责摄影。虽然暂时没
有工资，只管吃住，但能干自己喜
欢的事情，为残疾伙伴们服务，他
格外高兴。他说，自己最大的梦
想，就是能把照片刊登在媒体上，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谈及用镜头记录残疾人生活，
以及为摄影执着的 20 年，李广瑞
说：“我感恩摄影让我成为有用之
人，我更想通过摄影将幸福分享给
更多的人，我想我这辈子都会与相
机为伴。”⑦10

据报道，明明竖着“禁止攀爬”
的牌子，游客却视若无睹，或自顾
自翻越护栏，或爬到雕像上拍照；明
明写了“请不要投喂动物”，动物园
内依然有人带着孩子给动物们投喂
食物；明明海滨浴场内有垃圾桶，却
依然有游客把自己吃剩的食物垃圾
随意丢弃……种种不文明的行为，
让本应该赏心悦目的旅游活动成
了一场“粗鄙的展示”，让自我形象
和社会气质黯然失色。

面对林林总总的“粗鄙”行为，
笔者认为，除了用《中国公民国内旅
游公约》《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
暂行办法》等严厉制裁外，公民自觉
化的“精神优雅”，也应该提上日程。

“精神优雅”是说，作为一位现
代公民，仅仅成为“物质土豪”是不
够的，也应该成为“精神富翁”；仅
仅在财富上超越他人是不够的，
也应该在道德方面走在前面，领
先他人；仅仅注重消费性刺激是
不够的，也应该让心灵丰富轻盈
起来。只有内外兼美，才能告别
各种行为粗鲁、出言不逊、蹂躏文
明、撕碎善美等“粗鄙的表演”，释
放出更多公共优雅、温文尔雅，让
自我更为幸福。

比如我们培养理想而完美的
人格——“君子之风”，在仁义礼智
信勇等方面努力修为。“君子人格”
有三个维度，“知者不惑，仁者无
忧，勇者不惧”，要多施仁徳，用温
柔明媚的爱，善待周围的一切，创
造仁者爱人的世界；成为有知识、
有情致、有智慧、有理智的人，在认
知方面登高望远。“勇者不惧”，更
让我们敢于释放浩然正义，敢于对
各 种 不 良 和 不 当 行 为“ 大 胆 说
不”。如此，我们就能清除内心的

丑陋，扫净心理的尘埃，杜绝行为
的粗鄙，成为精神和道德上的优雅
者、富足者。

有了这种内心的优雅，我们就
更愿意把法律和各种文明规则内
化于心，并自觉外化于行。就算是
没有苛刻的法规要求，在各种场合，
我们也更愿意遵从内心的愉悦、温
暖和坦荡，让自我言行举止释放出
更多优雅和文明，成为物质社会温
暖的道德亮色，完成“人”的现代化
以及纯净的“精神蜕变”。

不少地方的“优雅的探索”已
经卓有成效，比如中山市实施的

“全民修身”运动，自 2011年 9月以
来，在市内设立 1100 多间各类“修
身学堂”，开展了 7000 多场活动，
100 多万群众参与其中，极大地激
发了广大市民实现幸福生活的力
量。山东威海市的“君子之风·美
德威海”建设，弘扬君子之风，构筑
道德家园，倡导广大市民争做仁爱
君子、信义君子、谦谦君子、忠勇君
子……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山缪尔·斯迈尔斯在《品格的
力量》里谈道：“一个国家的前途，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
于它的城堡之坚固，而在于它的公
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
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
下。”这就是文明、美德、高尚的影
响力和魅力所在。因此，我们要查
找“不文明的源头”：精神的粗鄙化
和道德发展的粗糙化。重拾君子
之风，重拾传统美德，让勤劳进取、
开放包容、仁爱信义、正直善良、厚
德忠勇的君子特质，成为当代人的
精神常态，让人们的内心“澄碧如
洗”，如此，各种不文明现象也就能
得到有效改善。⑦10

一起“糊涂”的劳务纠纷

近日，信阳籍青年徐晖向记者
反映了他们讨薪的遭遇。徐晖带
着十几个从老家出来的农民朋友，
到郑州一个建筑工地承揽了一项
支模的施工项目。当他们刚完成
了第二层楼的支模项目后，却被包
工头突然“撵”走了，包工头重新找
了另外一批人不由分说地替代了
他们。徐晖感到很憋屈，三层以上
是标准层，施工难度相对容易些。
包工头让他们干完了最难干的活
儿之后，一脚把他们踢开了，而且
找种种理由迟迟不支付工资。

尤其让徐晖感到憋屈的是，当
初承揽这项工作并没有与包工头
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一切都是按
照市场惯例进行的。据他了解，包
工头也只是向一家劳务公司交了
一些挂靠费，名义上虽然是建筑公
司与劳务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但

事实上建筑公司的项目部主要与
包 工 头 直 接 联 系 并 进 行 账 目 结
算。为了讨薪，徐晖曾找过建筑公
司和劳务公司，他们都称与其无
关。徐晖由此掉进了一个有理也
说不清的“糊涂”的陷阱里。

行业惯例背后的盲区

据记者了解，像徐晖这样，经
常掉进没有劳务合同陷阱的不在
少数。究其根源，还是劳务分包市
场管理存在空白地带的缘故。

目前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数
量众多，其中用工的运行模式却是
大同小异，大多数是施工企业与劳
务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在劳务
公司的名头下会有若干个大包工
头负责若干部分工程的劳务业务，
而在大包工头之下还会有一批小
包工头。大多数情况下，大包工头
与劳务公司之间的关系只是挂靠
关系，在交纳了少量的费用后就可

以成为名义上的劳务公司派出的代
表。大包工头与小包工头之间很少
签订正式的劳务分包合同，小包工
头与一线工人更是几乎不签订任何
文字性的协议。在这个层层分包的
金字塔式结构中，广大农民工朋友
无疑是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尽管很多年以前，有关部门就
强调，像建筑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
行业，用工方必须与工人签订劳动
合同。但时至今日，距离真正做到
每一位务工者都与用工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的目标却相差甚远。

建筑施工必须由有资质的劳
务公司承担这一条规定，在落实中
也变了味儿，事实上一些劳务公司
已成为靠收取挂靠费而供人挂靠
的空壳公司。

特别是广大农民工朋友，一旦
出现讨要不到工资的情况，明明有
理，却往往求告无门。由此，也有
一些人采取了种种过激的方式来
维权，又因触碰了法律红线而受到

处理。距离年底越来越近了，今年
农民工讨薪事件最终能从公众视
野里消失吗？

劳务分包应当“阳光作业”

记者曾就农民工讨薪问题与
常年办理相关案件的法官座谈。
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打讨薪官司的
农民工朋友很少有人拿出文字性
的书面合同，大多数只能提供一些
并不规范的出工记录或结算清单
一类的证据。法官们在处理这类
案件时，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
益出发，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事实
存在，就维护农民工的合理诉求。
但由于纠纷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
合同，有些模糊性的问题，法官也
是无能为力的。

从法院这个关口透露出来的
这一信息表明，真正解决农民工讨
薪难问题，必须关口前移，那就是
要从劳务层层分包这个环节上下

大力气解决，这才是从源头上解决
问题的必由之路。

无论是从推进依法治国的角
度讲，还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讲，理顺劳务关
系，规范用工行为，所有用工单位
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这应
当是一条铁律，不折不扣地得到执
行。尤其是牵涉面极广、影响极大
的建筑行业，更是应当带头落实。
当然，目前来看仅仅依靠用工单位

“自觉”显然是不够的。劳动与社
会保障、建筑行政主管等相关职能
部门应当真正硬起手腕，负起监管
的责任。不要让建筑工地上大批
的“生力军”始终处于一种“不明不
白地干活儿”的状态，监管的力量
要直达每一个角落，不留死角，不
留盲区。当务之急是治理劳务分
包现象中的违规违法问题，而一个
绕不过去的指标就是：所有用工单
位都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目
标能实现么？⑦10

□本报记者 汤传稷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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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鄙之游”呼唤“精神优雅”
□刘克梅

一次去交水费时，恰巧遇到一
位来城里买东西的乡亲。当这位
乡亲得知我每月都要交纳十几元
的水费时，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在
乡下老家，他只会象征性交纳一些
水费，最多也就是每户每月一两元
钱，并且用水还不限量。

自来水在当今农村可算不上
是稀罕物，目前多数农村都能用
上。只不过，农村的自来水与城市
自来水有所区别。在农村多是由
村集体出资打一眼深机井，然后通
过水塔或压力装置，将水输送到各
家各户。由于不像城市自来水要
经过沉淀、消毒等诸多处理环节，
农村自来水的成本很低。再加上
多数村集体只是将自来水作为一
项福利，不做盈利经营。因此在
多数农村水费很低，甚至是完全
免费的。

农村自来水廉价，能够减轻农
民的日常开销，降低农民的生活成
本。这是好的一方面，不过也存在
不好的一面。一是由于农村自来
水低收费、免费，必然导致资金投

入不足，自来水必要的沉淀、消毒
等卫生环节很难保证。尤其是在
一些村集体经济不发达的村子，低
廉的水费所能换来的只能是低廉
的自来水。二是由于水费低，造成
农民对于自来水不重视，洗一次头
用一桶水，水龙头跑水不在乎等浪
费水资源现象普遍存在。

为了改变目前农村吃水的状
况，笔者认为，农村自来水也应该
向“城市化”转变。对农民适当收
取一些水费，对水源进行必要的
卫生处理，提高农村自来水的整
体质量，加强管道设备的日常维
护与检修。当然，有些农村的水
源质量非常好，没有必要对其进
行 处 理 。 但 是 也 应 收 取 一 些 水
费，这样做不仅可以培养农民重
视水资源、节约用水的意识，而且
还有利于更好地保护、科学地使
用水资源。至于所收取的水费，
可在除去维修基金之外，以其他
福利的形式返还农民，以免增加
农民的负担。⑦10

（任振宇）

日前，记者由郑州赴南阳途经许（昌）平（顶山）南（阳）
高速公路方城服务区（图①）时，过围墙边门进入墙外耕
地，发现地头偌大的空场地里，一位戴口罩者正在忙碌着
焚烧五颜六色的垃圾（图②），火焰汹汹，浓烟升腾，呛人
刺鼻。四下观看，焚烧垃圾的痕迹累累醒目，焚烧的垃圾
堆里或旁边，有的树木被锯断或烧死熏死。

记者询问服务区工作人员，被告知“经常这样烧垃圾，
不烧没有办法处理”。

高速服务区作为高速公路上的“驿站”和窗口，理应为
过路客人营造一个文明服务、文明出行的良好环境，而方
城服务区的做法，确实值得深思，广大旅客希望其能早日
改正。⑦10 本报记者 高 勇 摄

最近，笔者在内黄县农村调查了解
到，玉米价格下跌出乎人们的预料。近五
年，新玉米上市时一斤价格大都在一块一
毛钱到一块二毛钱之间。今年下跌到九
毛，就是这样的价格还难以出手。去年，
内黄县东庄镇大村第四村民组兰麦臣刚
收获的 2639 斤玉米，以 1 块 2 毛一斤的价
格 很 快 被 抢 购 ，收 购 玉 米 的 兰 现 忠 说 ：

“一斤还有卖 1 块 3 毛钱的。”今年第一村
民组兰书堂的新玉米 9 毛钱一斤还不好
卖。他一直找买主，12 天了还没找到，至
今一直存放在家里。

玉米种植田地有好差之分，肥瘠之
别。但今年每斤玉米收入减少大都在 3 毛
左右。以地质好又肥沃的地块为例，亩产
大都在 1200 斤左右，一亩地的玉米就比去
年少卖 360 块钱左右。

田氏镇龙庄村土地流转种粮大户支

银喜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种的
450 亩玉米稳收 540000 斤。一斤少卖 3 毛
钱，就少卖 162000 多块钱。还不知道价钱
还往下降不降，要是再降，种玉米的损失
就更大了。

面 对 市 场 状 况 ，农 民 应 该 主 动 作
为 ，遏 制 下 滑 。 令 人 欣 喜 的 是 ，一 些 农
民 已 在 想 办 法 应 对 了 ，比 如 ，把 玉 米 加
工成玉米花，一斤玉米加工的玉米花就
能卖到两块伍左右，还有一些人准备养
鸡养猪，使玉米转化增值，降低风险，增
加收入。

玉米不是水果、蔬菜，可适当多点或
少点，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
粮。笔者希望有关部门能高度关注，采取
有力措施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保住农民种
粮积极性。⑦10

（杨春旺）

为禁烧秸秆，基层政府各部门每年
都投入了很大精力，尤其乡镇政府各机
关工作人员都放下正常工作，到田间地
头巡查。成效要说也算显著，在夏收秋
收期间，虽然有焚烧秸秆的情况，但只是
零零星星的个别现象。

不过，很多农民看上去服从大局，秸
秆没有焚烧。可禁烧之后的秸秆去哪
儿？基本都堆积在地头。农民烧锅做饭
很少用了，做饲料也极少了，沤农家肥太
麻烦又没人愿意干。虽然有收秸秆拉去
造纸的，但是用量不大，而且收购价格太
便宜，农民反应并不热情。大量的秸秆
在很多农民眼里毫无用处，而全力禁烧
的有关部门也没有太合适的办法给秸秆
找到个好去处。

事实的确令人尴尬。政府禁烧活动
基本是季节性的，巡查时间不长，一年总

共也不过两个月左右，其余时间一般不
再过问。在严查期间是没人烧了，但风
头过后呢？处理无门的秸秆很多还是被
付之一炬。

由此看，一禁了之显然解决不了根
本问题。我想，既然政府能花那么大精
力去“禁烧”，何不把这份精力用在给秸
秆找出路方面？比如政府不妨拉几台秸
秆粉碎机之类，到田间地头免费粉碎秸
秆，并使秸秆就地还田；也可以组织人员
堆积农家肥，免费提供机械将其撒到庄
稼地里；也可以给种粮大户提供条件，
让种粮大户带头搞秸秆还田或堆积农
家肥，用实际行动帮助农民给秸秆找出
路；也可以请农业科技工作人员到乡村
普及秸秆还田的常识，多为秸秆找出路，
多为农民想办法，也许就不用年年如此
被动了。⑦10 （马长军）

莫让玉米价格跌凉农民心多给秸秆找点出路

劳务分包不应成为监管盲区

农村饮水也要“城市化”

近几年来，随着政策性农业保
险惠民政策的实施，对参加保险的
农户实行保费补贴，增强了农民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成为农民增收
的“保护伞”，受到了农民群众的
普遍欢迎。近日，笔者在和农民交
谈中了解到，他们对政策性农业保
险有“五盼”：

一 盼 农 保 政 策 稳 定 。 近 年
来，高热风、旱涝、雨雪冰冻、病虫
害等自然灾害频繁，给农业生产
带来了不利影响。从现实情况来
看，不少农民尝到了投保回报的
甜头，农民期盼农保政策能长期
稳定不变。

二盼扩大参保品种。据反映，
目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品种
大多仍局限于小麦、玉米等大宗农
作物，参保品种还不多，农民期盼
增加更多的瓜果蔬菜、苗圃、小杂
粮参保品种。

三盼灾后理赔及时。农业生

产，特别是种粮风险大、效益低，
如遇自然灾害，农民更是苦不堪
言。因此，农民希望保险公司简
化理赔工作流程，做到不拖赔、不
惜赔、不拒赔、按条款及时赔付，
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农民参保的
积极性。

四盼加大农保宣传。农村交
通不便，地处偏僻，不少农民还不
清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具体缴费
和理赔标准，有的误以为购买保险
是加重负担，农民期盼政府和保险
公司下乡入户用农民看得见、听得
懂的方式宣传农业保险条款，使其
了解政策。

五盼乡镇设立网点。据了解，
保险公司网点一般都设在县城，投
保、理赔很不方便。农民期盼农业保
险要面向农村，最好以乡（镇）为单
位设立代办处，使农民不跑远路常
与代理人员见面，以便更好地服务

“三农”，造福农民。⑦10（王向灵）

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
□薛金山

农民对农业保险有“五盼”

许平南高速公路方城服务区

垃圾清理岂能靠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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