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爆出后，

他们家早年接受采访的视频纷纷被网

友挖出。早在2011年3月6日，李双

江曾做客新华网与网民进行在线交

流。李双江在访谈中曾大谈过教育孩

子问题。

“我儿子天赋好，但我们现在不

逼他。他喜欢运动、喜欢交朋友，电

脑在他手里我看就像弹钢琴一样，

他思维非常灵敏，英语单词随便就

能记几千个。这代人是我们的希

望。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我认为了不

得，我非常高兴。孩子总归学不坏，

因为我们所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

东西。”

记者问及，“你会打他吗？”李双江

说：“不打，舍不得，有时真想打，但不

能打，劝说，我们吓唬一下。还没有

打，自己的眼泪先掉下来了。”

据媒体报道，2011年2月，李双江

夫妇在做客《鲁豫有约》时，就曾分享

过自己的育儿经。

李双江对儿子很宠溺，而母亲梦

鸽则扮演了严母的角色。“你不能要

求孩子什么都好”，这是李双江在节

目中的原话。而母亲梦鸽则对儿子

的要求很高，两人曾因为教育问题

有过分歧。李双江认为，儿子在青

春期叛逆较为正常，有时候不能太

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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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凌晨，李双江之子李某及同案

嫌疑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顺景温泉停

车场被警方抓获。随后，5人被送至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事发当晚，李某一行几

人给朋友过生日，因此饮酒。结果酒后发生

此案。据了解，过生日的友人当日也参与了

该案。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此次李某再涉案

已是“二进宫”，对里面的环境已经相当熟

悉，个人情绪比较平稳。

据悉，李某在配合调查中，时不时还提

及父亲，对于交代具体案情并不抗拒，警方

问什么都能一一对答。同时，记者还了解

到，与李某涉案的其他成员，目前也在接受

进一步调查。

《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劳动

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

指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社会保

障体制基本沿用改革前的国家完

全再分配的原则，因此满意度最

高。而企业员工和城镇居民与其

相比，其待遇与再分配利益都较

少，所以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王延中认为，失业、收入差距

加大、暴富阶层出现等使城市人口

更易产生不满情绪，因此必须在改

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考虑、统筹协

调，平衡好不同群体成员内部与不

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要通

过各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加大保

障力度，尤其对于农民，实现其社会

保障水平与城市的接近，缩小基尼系

数，努力达到客观上的不平等程度的

减小，这是减少人们不公平感的基

础。另一方面，政府要努力让人们在

改革的过程中感觉到，与以前相比不

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与周围人

群相比不会产生强烈的落差感。

当前用工紧张形势不断加剧，加之手机、

电脑等信息工具更为普及，农民工能迅速了解

到各行业间的工资水平，一旦感觉偏低就会去

别的单位。记者发现，除了待遇和福利外，“找

身份”成为一些农民工更为关切的话题。

“现在一线工人最少每月能拿3000元以

上，技术含量高的工种每月工资能超过万元，

这是我们长期在水电行业干活儿的主要原

因。”今年40岁的水电四局农民工张福林如

今已是工程队的副队长，他每月能拿到7000

多元工资。

解决“温饱”问题后，农民工期盼解决不

同身份劳动者之间的待遇、权利等方面的差

别。记者发现，施工区给农民工提供的权益

保障和养老、医疗、子女就学等由社会提供的

合法权益保障衔接不畅。

“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参加的是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假如要转移回农村，存在参保缴

费标准不一致、养老待遇不一致问题。”昆明

市社会保险局副局长冯玮介绍，其中建筑行

业务工人员参保多是工伤保险，因为其用工

关系复杂，监察难度也很大。

“虽然工资越来越有保障，但很多实实在

在的差别还是让大家感觉低人一等。我们最

希望能够稳定下来，也成为‘单位人’。”来自

云南省的农民工刘明全说，身份差别主要体

现在稳定性、社保、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

针对农民工管理中存在难题和农民工诉

求变化的新趋势，三峡集团探索统一用工、统

一食宿、统一培训、统一劳保、统一支付、统一

体检、统一表彰的“七统一”管理服务模式，农

民工投诉、讨薪个案大幅减少，用工队伍日益

稳定，一批农民工成长为组长、班长、队长、科

长，正逐步实现身份转化。

“以前只想能吃饱饭，下班回来洗个热水

澡，没想到自己能当上单位的‘干部’，还把老

婆孩子都带到了身边，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从编外砼工当上浇筑队队长的“80后”农民

工付强说。 （新华）

“

农民工群体出现三大转变
——“用工荒”困局调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对

自身定位由亦工亦农正在向非农就业转变，

之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过客心理转向在

务工地区长期稳定生活，对职业角色的认同

逐步向产业工人迈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

在转向“民技工”。

在我国庞大的水电工程建设队伍中，农

民工所占比重普遍超过50％。他们通过劳

务派遣、协作队伍、临时招聘等方式加入水电

建设大军，常年在深山峡谷从事高强度劳

动。一个水电工程建设往往要持续数年甚至

十几年，农民工队伍相对稳定。

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接壤

的溪洛渡水电站是在2003年开工建设的，在

建综合规模世界最大。“溪洛渡工程建设者中

农民工达4200人，占建设者总数的50％~

60％，已经成为工程建设的主力军。”三峡集

团公司溪洛渡工程建设部坝管部主任张坤华

介绍，在施工一线从事灌浆、筑坝等操作的基

本上都是农民工。

记者发现，在溪洛渡、向家坝等水电站建

设工地，农民工的称谓已悄然变成了“民技

工”，一些工作时间长、技术好的农民工备受

企业重视。“以前是一两年就换个地方，现在

是长期在水电行业扎了根。”已经在水电行业

工作多年的“民技工”闵芝祥说。

在记者采访的20多名农民工中，大部

分参与水电工程建设的年限超过了５年。

42岁的农民工陈彬姚已在水电行业工作了

14年。“我一路跟着水电工程走，十几年来

就是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我身边

的许多农民工兄弟也是这样，不管跳到了

哪个施工单位，反正离不开水电行业。”陈

彬姚说。

“将‘农民工’改为‘民技工’就是为了体

现尊重和认可，对农民工群体更加关注和重

视既是其自身的要求，也是保持水电建设队

伍稳定的必然选择。”溪洛渡工程建设部党委

书记张世保说。

一些劳务经纪人告诉记者，现在农民工

流动的原因除了“吃口饭”外，以前几乎不被

考虑的职业健康、技能培训、文化生活等软性

因素也成为就业的重要条件。

在主要为施工单位员工和周边移民服务

的宜宾县人民医院向家坝分院，记者看到数

十位农民工正在体检，他们拿着自己的体检

表排队进入内科、外科等诊室。

“医院业务量从2009年的二三十万元增

长到2011年的300多万元。”宜宾县人民医

院向家坝分院院长王月康说，除了施工单位

组织农民工进行上岗前统一体检外，很多农

民工也主动来检查、复查，越来越重视自己的

身体健康了。

在溪洛渡工程建设部急救中心文件柜

里，记者看到几百份农民工健康档案表，详细

列出了血压、肝功能等各项检测数值，超出正

常范围值的项目加以特殊标注，注意事项一

栏写明医嘱和建议不能从事的工种。

农民工杨远福感慨道：“以前的愿望就是

吃饱饭、拿到工资，现在我也希望单位能经常

给检查身体，万一有病别耽误了。”

除了关注自身健康之外，农民工对于丰

富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在溪洛渡水电

站农民工营地图书室，记者看到借书登记簿

上已经写了厚厚的几十页，《亮剑》、《名人名

言》、《二十几岁改变男人的一生》等书籍受到

农民工的欢迎。

与此同时，农民工渴望技能培训的诉求也

愈加强烈。但随着各地“用工荒”的到来，建

筑、水电工程参建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互相争抢

娴熟技工的现象，一些单位因为害怕“替别人

培养骨干”而不愿意下力气投入农民工培训。

从“讨工资”到“找身份”：生存权、保障权、发展权一个都不能少

从“吃饱饭”到“要体检”：软性因素不再可有可无

从“农民工”到“民技工”：产业工人之路渐行渐近

核心提示

元宵节过后，不少
企业和用人单位又将遭
遇“用工荒”困局。记者
最近在湖北、云南和四
川等地调查发现，目前
我国农民工群体正在出
现三大转变：主体从“农
民工”到“民技工”，诉求
从“吃饱饭”到“要体
检”，发展从“讨工资”到
“要身份”。

地方政府和企业如
果不应对这些新变化，
忽视农民工权益维护与
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将有可能遭遇农民工
“用脚投票”。

“核心提示

2 月 24 日记者获
悉，目前已被刑拘的李
双江之子在看守所内情
绪平稳，很配合警方的
讯问，没有抵触情绪。

另外，其母亲梦鸽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案件正在查处中，希
望儿子能得到媒体和大
众的宽容。

李双江育儿经

孩子学不坏 我们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

2月24日，北京警方证实，李双江

之子李某已被正式刑拘。那么从刑事

拘留到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大约要

多长时间？

按刑诉法规定，批捕后的侦查羁

押期限一般不超3个月。《刑诉法》第一

百五十四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

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

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可经

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据李双江之子的情况看，因其涉

嫌的是有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刑罚的

罪名，因此有可能对其采用最长羁押

期，即一旦3个月侦查期用完后，可能

按规定再申请延期，故李某被起诉的

时间最快在两个月内。

看守所内
多次提父亲

2月24日记者多次拨通梦鸽的电话，均

是响两三声后被挂断。此前，梦鸽在接受采

访时说：“儿子犯下了大错，该怎么处理我们就

怎么处理，根据法律事实来判决这个事。”但

是，她还说，儿子还是未成年人，希望得到媒体

和大众的宽容，将来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生存

空间。据悉，梦鸽在说这番话时数度哽咽。

李双江的一名学生对媒体称，李双江因

一时接受不了儿子的所作所为，74岁的他

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目前已被气病送医。

“还没打，
自己先掉泪”

74岁李双江
被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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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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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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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最快在
批捕后两个月内

据了解，取保候审，指在刑事诉讼

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

责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

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

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据悉，从目前情况看，李某涉嫌强

奸罪，同时又有因寻衅滋事被劳教的

前科，应不能办理取保候审。（京华）

李某此次
能否被取保候审？

社科院调查社科院调查
养老金满意度养老金满意度，，
发现不同类型养发现不同类型养
老金差别较大老金差别较大

近四成人认为

养老金养老金不能满足不能满足
生活需要生活需要

中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

《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

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

分配状况调查》。其在河

南、福建等五省区市进行的

2000份问卷调查显示，不

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

相差很多。《绿皮书》指出，

目前我国以养老、医疗为代

表的社会保险分为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农村居民等

多种制度，急需整合管理

体制，增强社保在实践操

作中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调查显示，领取了养老金的

人中，只有17%的人认为养老金

能够完全满足生活需要，而认为不

能满足的达到39.1%。其中，参加

新农保的人认为不能满足需要的

感受最强烈，占78.9%；其次是居

民，占56%；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的人只有3.8%认为不能满

足需要，但却有53.8%的人认为完

全能满足需要。

调查显示，有36.4%的人认为

自己领到的养老金与周围人相比

不公平。其中，公平感最差的是城

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与者，分别有

48.1%和42.4%的人认为自己领

取的养老金与周围人相比不公平。

公平感最好的人群是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者，被调查者

中80%的人认为公平。而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参加者的养老金

待遇，与前三者相比都较低，但这

些参保者的公平感仅次于机关事

业单位人群，达65.2%。

调查还发现，不同养老保险制

度的养老金待遇差别较大。以福建

厦门为例，被访者在2011年8月领

取的养老金最低为200元，最高为1

万元。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

员中，75.4%的老人养老金在2000

元以内，甚至低至200元，仅有1位

老人的养老金高于4000元；参加居

民养老保险的3位老人养老金都低

于2000元；而92.3%的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老人领取的养老金高于

4000元，并且无一低于2000元。

调查人员特别说明，厦门市养

老金总体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事实上全国的养老金双轨制或许

更甚于厦门市。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桂世勋：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

实行“个人两项缴费”和构建“过渡

性退休补贴与职业年金消长互补

机制”。前者即机关事业单位在职

人员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又缴纳

职业年金保险费。后者将使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收入，除

基本养老金支出外的部分，补充到

养老金中。

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个人两项缴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建议

将增值税标准税率从17%增加到

20%，同比提高增值税其他税率和

消费税税率，并将这两类税收的

20%建立“国民养老计划”，用于给

所有老年人发放“国民养老金”。

同时将现有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

到13%至18%，设置多档供企业、

职工选择。 （南都）

建 议

发放“国民养老金”降低社保缴费率

分 析

受失业、收入差距加大、暴富阶层出现等影响

城市人口更易产生不满情绪

39.1%认为不能满足需要
新农保参加者感受最强烈满足

需要
？

城镇居民职工公平感最差
机关事业单位公平感最好

厦门样本
不同类型养老金差别巨大

是否
公平

？

待遇
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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