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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王秀根
民生关注

□王琦

立此存照

□薛金山文/图

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亟待补漏

冷暖人生

□王树恒

谁持“彩练”当空舞

城乡故事

□屈效东 陈树波

“借”在乡村
社会百态

□石广田

老两口智抓窃贼

基层呼声

中国社科院7月1日发布社会保障绿

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3）》指

出，中国失业保险及就业服务覆盖面较小，

下一步覆盖面应进一步扩大到农民工和其

他灵活就业群体。

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同样为国家的经

济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很多

方面却存在着不公。将农民工纳入失业保

险体系，进一步在制度上消除两个群体的

差异，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失业保险

是为失业者托底，保障失业者最基本的生

活，同时给予职业培训及再就业指导，而这

些正是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们所需要的。

我国《失业保险条例》中规定了用人单

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1年，

交纳失业保险费，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

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根据其工作时间长短，对其支付一次

性生活补助。但这只是一条补偿规定，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失业保险制度，因此按照

规定办事的企业少之又少。因此，要实行

失业保险的全覆盖就要完善制度，真正将

农民工及其他就业群体纳入失业保险中

来，拿出具体的参保办法，让农民工有法可

依，让用人单位有规可行。

社会在发展，社会保障也应随之发

展。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

约》所规定的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在全体雇

员中应不低于50%，而我国失业保险覆盖

范围还远远达不到，同时，我国失业保险基

金还存在着长期大量结余的现状。因此，

更进一步覆盖失业人群，让更多的人得到

保障，让失业保险基金物尽其用合情合理。

推进农民工失业保险，还要将目光再

次集中在保险对接任务上。现在农民工大

多没有参保养老等社会保险，而且异地对

接、工龄续期等对接手续的相对不完善，要

想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就要先完善异地

对接等手续，同时，缩短农民工缴费年限，

降低缴费额度，让农民工有能力参与到失

业保险中来。要监督用人单位，落实农民

工失业保险参保率，并且简化领取失业保

险的手续，莫让“交保易、领钱难”成为失业

保险的叹息，莫让失业保险成为农民工眼

中又一个“看起来很美”的鸡肋。

前不久，某单位就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制定了一些规章制

度，并将此悬挂墙上醒目之处。

然而，当上级领导检查问及其中

条款时，多数人却答不上来，只好

以“都在墙上挂着呢”相敷衍。

当然，为促进工作落实，将其挂

之于墙以引起注意，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一些单位习惯以“墙挂”代

替“强化”，仅满足下载制度“上墙”，

而不能在落实强化制度上下主要功

夫。更有些单位，“墙挂”的目的就

是为了应付检查，让上级有景可看，

写汇报材料时有成绩可讲。

“强化”，讲求的是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而“墙挂”如若不被落

实，做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不仅加

重了单位不必要的负担，而且还

会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歪

风。因此，强化各项工作，应多看

一看其是否真正落实发挥作用

了。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

端正工作指导思想，少争那些华

而不实的“彩头”，多在真抓实干、

求实效上下细功夫、苦功夫，切实

把单位建设的根基夯实。

开展有辣味的批评，是对同

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表现。然

而，时下有一种不良现象，有些党

员干部喜欢以建议代批评。当然，

提建议也是为了干好工作，同样值

得提倡。但以此代替批评，就不妥

当了。

以建议代批评，在少数党员

干部眼里是维护团结，但笔者认

为，这是少数党员干部不敢批评

他人的“老好人”思想作怪，更丢

掉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优良作风。遇事喜欢当和事佬，

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

怕被“孤立”，批评下级怕影响“群

众基础”。这种做法不仅达不到开

展批评的效果，而且还会弱化组织

作用，庸俗内部关系。

要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康地

开展起来，就应该做到批评内容没

有“禁区”，批评对象没有“特区”，

批评方式没有“雷区”。只有这样，

才能使民主生活会不流于形式。

最近，我随干部下基层来到农村，与农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乡下突然停电

了，一片黑乎乎的，我和同事只好呆坐着路

旁等来电，看见农家屋内微弱的烛光，不由

得想起了小时候的煤油灯。

我的童年是在煤油灯的陪伴下度过

的。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豫南正阳县

的农村，那时农村没有通电，家家户户都用

煤油灯。煤油灯都是自制的，一块薄铁皮

灯芯、一个玻璃瓶，样式非常简陋。每到晚

上我们一家人就围着这微弱的灯光，团聚

在一起共享欢乐。

那时候点煤油灯也是家里的一大开

销，一家经常只点一盏煤油灯。做晚饭时

只在厨房点，去别的房间取东西时灯又跟

着去了那里，其他的人只能在黑暗中静静

守候着。上学后，每到夜晚我便在煤油灯

下学习，写作业。夏天蚊子特别多，母亲就

一边为我驱蚊扇风，一边甜甜地笑着看我

写作业，神情是那样专注，又是那样令我感

动。在小小的煤油灯下，我读懂了母亲的

爱。后来，我上了中学，那时农村经常停

电，每当晚上或早自习停电的时候，同学们

便点燃煤油灯，霎时，整个教室好似繁星闪

烁。但不一会儿，满屋子便弥漫出一股呛

人的气味，且烟雾缭绕。当自习结束后离

开教室，才发现彼此的脸颊和眼眶黑黑的，

鼻头也冒着油汗，浑身上下仿佛浸透了煤

油味。

记得有一次晚自习，教室里突然停电了，

慌忙之中，同学把我的煤油灯连瓶带油一起

碰到地上摔碎了，整整一瓶煤油顷刻间流到

地上，我心痛极了，那位同学眼中也噙满了泪

水。

自从我的煤油灯摔碎之后，一连两天

没见那位同学来上学的身影。后来我才

知道，那位同学向姨妈借了两个鸡蛋买了

煤油灯，在父母的追问下，他把借鸡蛋赔

灯的事和盘托出，却遭到父亲的一顿暴

打，后躲到了姥姥家，经过姥爷、姥姥做工

作，那位同学才来到学校，险些辍学。我

知道这一切后，鼻子一酸，眼泪顺着脸颊

流了下来……多年以来，我只要闻到煤油

味，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学习的经历。

“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想灯亮，必须

加油！”这是我儿时流传的一首以煤油灯比

喻学习的歌谣，煤油灯照亮了我的童年，也

见证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成长。现在虽然不

用煤油灯了，可每当我在夜晚明亮的灯光

下读书、学习或看电视，我就会情不自禁地

想起那盏并不明亮但在我心中却很明亮的

煤油灯。因为它，曾经照亮过我青涩的岁

月，伴我走过儿时的那年月。

每逢节假日，一些乡村的中小学生由于

缺乏娱乐休闲设施，做完作业后往往就无所事

事。农村孩子的假期生活相对单一，要么天天

看电视，要么结伴到水塘边戏水或游泳，由于

父母多数是进城打工，无监护人看管，由此存

在很多不安全因素。

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乐场所，是丰富

学生精神生活和增强体质的需要，应当引起全

社会的高度关注，千万不要因噎废食。为此建

议：

开放学校运动、文娱场所，通过组织教师、

招聘义工、家长轮流值守等方式，对进入运动、

文娱场所的中小学生实施“进出凭证”制度，确

保学生安全。新农村建设应制定专项规划，在

乡村修建一些篮球场、乒乓球室等适合中小学

生活动的场所，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农家书屋

及活动场所，使得孩子们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

况下，假期有休闲玩乐的场所。

希望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能够更

多地关注农村孩子的暑假生活，定期定点把电

影、少儿科技展等文体活动送下乡，多开放乡

村学校、礼堂等公共场所为学生假期活动提供

条件。同时，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农村孩

子接到就近的城市参观学习。有条件的还可

以城乡换位，与城市孩子手拉手体验生活。这

不但开阔农村孩子的视野，丰富暑假生活，而

且对城市的孩子也是一种锻炼。（吴正伟）

桑拿天里，正是幼蝉爬树蜕皮的高峰

期。幼蝉是美食，蝉蜕也是一种药材，在农村

向来有夏夜捉幼蝉的习惯，既增加童趣又捕

获美食，何乐而不为！可近日发现，有成群的

孩童在车流如飞的公路两侧捉幼蝉，人身安

全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每当夜幕降临，便有成群的孩童，小的三

四岁，大的十四五岁，他们手持电灯和长竹

竿，沿着公路两侧，嬉笑着打闹着，一棵树挨

着一棵树地捉幼蝉。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多

还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公路中，小汽车、大卡车飞驰电掣，刺耳

的喇叭、刺眼的车灯，还有车后溅起的漫天灰

尘，焦躁污秽令人窒息不已。在这样污浊的

环境里，先不说对孩子的眼睛、鼻腔、咽喉的

刺激等健康危害，单就对孩子们的人身危害，

就很是令人担忧。夜晚驾车，视距变短变窄，

司机很难辨清两侧路况，再加上孩童们交通

意识淡薄，捉幼蝉又正在兴头上，行踪不定，

险情随时可能发生。

不能一味地贪婪美食、贪求童趣，而忽略

孩子的人身安全，酿成无法挽回的家庭悲

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了生命、失去

了健康，我们还能会有什么？正值暑假，劝诫

家长朋友，尽好对孩子的监护责任，引导孩子

远离“马路杀手”，远离危险环境。（孙红旗）

数伏一到，就该种萝卜、白菜

了。回到老家的小院儿，开始翻土

耘地，大干一场。

铁锨只有一把，妻子不愿意当

看客，非要我去邻居家再借一把。

她说，“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两个

人干活儿多快啊。”去对门儿借铁

锨，门儿开着，却不见人。扭头看见

一把铁锨立在头门后，顺手抄起。

活儿干到一半儿，邻居回家正

好路过我家门口。我随口喊道，“借

您的铁锨用一下。”他笑笑说，“在门

后呢，你去拿吧。”“拿来了！”“拿来

就好，可能不常用，不够快了。”

在村里，彼此借的东西不仅仅

只有寻常农具，小到一碗儿醋、一

撮盐，大到一匹马、一辆架子车，都

是常有的事儿。

小时候，我爱吃捞面条。中午

常常让母亲擀面条。有时候面不够

了，就拿着葫芦瓢去邻居家借一瓢；

有时候面条捞出来，发现没有醋，就

端着碗到邻居家借一碗；甚至有时

候连盐都没有，还是去借。我还不

止一次去邻居家借几枚鸡蛋。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母亲

恪守着村子里的规矩。隔几天，家

里磨了面、灌了醋、买了盐，鸡下了

蛋，她就会去还，基本上是“小瓢

借，大瓢还”，鸡蛋也挑个头儿最大

的。这样让邻居反倒不好意思起

来，“还啥还？还多了！”“不多不

多，还是那只瓢！”母亲及时消除彼

此的尴尬。

若是有了红白喜事，场面就大

多了，待客少则十多桌，多则几十

桌，桌椅板凳就得挨家挨户去借。

有时候借得多，弄得很多人家吃饭

都没有凳子坐，但谁也不恼。“谁家

也没挂着‘没事牌’！”相互理解和

支持，成就了邻里互助的传统。

借牲口可能是最难的事情。

村子里养牲口的人家不多，就是

养，也是只养一匹马、一匹骡子或

一头驴。到了农忙时节，牲口就难

闲着：几家搭帮，把骡子、马拼在一

起，干完东家的活儿干西家的活

儿。没养牲口的，只能等人家忙完

了再去借，还须对牲口“好吃好喝

好招待”，怕主家心疼。农闲时借

牲口就方便多了，串亲戚、娶新媳

妇，是连车带牲口一块儿借的。

农村经济发展，使很多原本需

要“借”的东西都“产业化”了：村子

里有超市，油盐酱醋随时可以买

到；红白喜事有专业的厨师队伍，

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一应俱全；粮

食从种到收早已实现机械化，还有

专门的农业合作社帮助运作；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小汽车已进入千

家万户，人们出行也方便多了，真

有需要，还可以出钱租车。

“借”在村子里正在渐渐变少，

每个家庭和人都显现出了更多的

自信与独立。靠“借”建立起来的

亲热互助的邻里关系，正随着人与

人交往的稀疏而慢慢消解。

安阳市人民大道高速北出站口的广告牌破损严重，牌匾上的内容也不完整。希望主管部门及时修整，免得影响安阳市的形象。

打车不付费还耍赖皮，被出租

车司机带到派出所，民警核实身份

信息时，意外发现被带进来的乘车

人原来是涉嫌盗窃案的犯罪嫌疑

人。近日，社旗县检察院以盗窃罪

对这个特殊的乘客王金照提起公

诉。

1991年出生的王金照曾因寻

衅滋事罪、抢劫罪被判刑。今年6

月，出狱仅两年的王金照，仍然不

思进取，整日游手好闲。因手头没

有零花钱，夜深无人时撬开邻居张

某的诊所后门，盗取500余元。张

某因为失窃的钱数不多而没有报

警。时隔两天，尝到甜头的王金照

再次打起邻居秦某家的主意，偷得

现金3000元。由于被盗人家均无

报警，王金照便更加放肆。又对邻

居柳某家实施了盗窃，盗取现金

7000余元。

王金照得手后，揣着偷来的不

义之财到泌阳县挥霍一空。打车

回家时，因无钱支付车费耍起无

赖，被出租车司机拉到当地派出所

说理。经民警核实时，王金照现了

“原形”。面对讯问，王金照对几次

实施盗窃犯罪供认不讳。

62岁的李建

成是宁陵县住建

局职工，他退休

之后与老伴儿一直在县清水河小区居住，过

着平静的生活。可几日前，一个窃贼却光顾

了他家，多亏老两口有智有勇，配合默契，在

保安和公安民警的相助下，使这一窃贼落入

法网。

一日傍晚，李建成吃过晚饭后，又和老伴

儿去逛大街，他们在街上买了个西瓜就往回

走，回到家两位老人想卧床歇歇，就进了住

室。这时李建成突然发现大床下露出一双大

脚，李建成怕看花了眼随后戴上眼镜，果然见

床下趴着一个人。面对此情老人没有慌乱，

他招呼老伴儿出来切西瓜，等老伴儿去拿菜

刀时，李建成飞快地掏笔写出一个字条：床下

藏着一窃贼，为了安全咱不能莽撞，你快出门

找保安报警，我坐镇稳住他。老伴儿看后，轻

轻开房门下了楼，不大会儿引来两名治安员，

他们进来后高喊：“你别趴在床下了，快出来

认罪！”可窃贼从床下钻出来说：“我今天没偷

一分钱东西，没有犯罪，你们应放开我！”这

时，接到报案的两名民警进屋就说：“你夜入

民宅也是违法犯罪！”

经讯问，这个窃贼是外地来宁陵的一打

工青年，他嫌在建筑工地干活又热又累，辞

工后常在清水河社区一带游逛。当他在踩

点时发现李家两口常在晚饭后上街，就钻这

个空子来偷盗。当他溜门撬锁钻进老人的

住室，两位老人却回来了，这个窃贼就急忙

钻进老人的床下，可床下放有杂物，隐藏不

住的他就暴露了自己，被有智有谋的老两口

报案后抓获。

让农村孩子
假期有地方玩

捉幼蝉要远离
“马路杀手”

莫以墙挂替强化
莫以建议代批评

煤油灯伴我度过那年月

乘车不付费 牵出盗窃贼
冷暖人生

□宋德明丁卓

7月11日，驻马店供

电公司组织检修试验专

业人员，对110千伏北郊

变电站铜铝过渡线夹进

行全面更换，消除隐患。

据了解，长期使用的铜铝

线夹易发热老化、折断，

已不能满足电网需求。

通过此次改造，将大幅提

高设备的稳定性及可靠

性，为迎峰度夏奠定坚实

的基础。 张涛摄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信贷支农取得新

成效

近年来，延津县农业发展银行始终执

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走出了一条“依托

特色，因企制宜”快速发展之路，截至7月

5日，该行发放贷款3.74亿元，同比增加

0.8亿元，支持12个加工、购销企业收购

小麦13.8万吨。 （杜广然杜学波）

全力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复审重创工作

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召开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考核验收动员会，动员全镇

上下迅速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推进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重创工作。组建专业保洁队

伍，实行机关干部定点包片负责制，帮扶

各村治理工作；加强督查，实行奖优罚劣。

（刘惠）

“抵制法轮功邪教”普法宣传活动效

果好

7月16日，汝州市煤山街道司法所和

综治办在汝州市区繁华的街道联合举办

了“抵制法轮功邪教”大型普法宣传活动，

吸引了万余名群众围观听讲，过往群众深

受教益。在活动现场，摆放展板8块，发

放传单2500余份，效果良好。

（王李娜）

博爱联社清收不良促“双降”

今年以来，博爱联社以不良贷款清收

作为狠抓作风建设的切入点，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不断在实践中总结创新，清收

不良贷款取得初步成效。通过组织“地毯

式”排查，精细梳理，逐笔分析成因，细分

清分责任，为清收决策提供宝贵的“情

报”；通过组织人员登门实地走访，多方了

解情况，牢牢把握清收的主动权；通过制

定相关考核办法，与各基层社“一把手”签

订目标责任书，调动了相关人员清收工作

的积极性。 （卫咏菊许冬红）

博爱联社“四优化”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博爱联社针对工作实际，

对症下药，多管齐下，助推县域经济发

展。通过加快网点改造，优化服务环境，

提升服务质量。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完善

考核评价。创新产品种类，开拓产品渠

道，积极探索中间业务发展；严格考核制

度，建立奖惩分明的管理机制。通过优化

支农信贷种类，灵活运用信贷产品。通过

优化对接渠道，找准支农支小结合点。

（卫咏菊许冬红）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夯实合规建设基

础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开展“合规建设深

化年”活动，努力构建合规建设长效机

制。该行整个合规建设工作基本做到了

不玩虚、不打折、不缩水、实打实。通过持

之以恒抓合规管理，人人合规、事事合规、

处处合规、时时合规的工作氛围基本形

成。 （张其友冯梦雅）

更换线夹排除隐患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