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遭陷害：“长期旷工”被开除厂籍、党籍

这是一起人为
栽赃陷害的案件，至
今组织上仍没有公
开平反。

受害人郎敏聚
背负着“逼死人”等
莫须有的“罪名”，先
后 4 次被焦作丹河
电厂开除党籍、政籍
（指行政职务）、厂
籍。他想过一死了
之，可又在绝望中挺
了过来，因为他坚信
总能看到平反的那
一天。

7月31日，69岁
的郎敏聚站在后寨
火车站，眺望丹河电
厂旧址，一股老泪顺
腮而下，那种被栽赃
陷害又无力反抗的
滋味，他至今想起，
仍浑身颤抖……

这起冤案已尘
封了 37 年，却鲜为
人知，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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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带薪休假吗？假期有几天？如果让你周五下
午再休半天，你觉得咋样？

在7月31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旅
游局副局长吴文学透露，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夏季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使职工
周五下午与周末时间相结合，实现小短假。

虽然目前还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定，但这一信号
的释放引起广泛热议。

栽赃陷害：“限期不归”被开除党籍、政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郎说这么多年

过去了，算啦，可说这话时他的手却抖得很

厉害。

“文革”初期，在沁阳一中上高中的郎

敏聚受极“左”思潮影响，先后当上了学生

“九一五”造反派头头、县革委会副主任。后

经组织调查，认定他没干过打砸抢。1968

年，他光荣参军，在部队荣获“五好战士”称

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复员。第

二年12月，焦作丹河电厂（当时叫480电

厂）招工，郎敏聚应招当了工人。1974年3

月，郎敏聚被焦作市委任命为焦作丹河电

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处，属市管干部），

主抓生产。

工作中，郎敏聚认真负责，严格要求，

对分厂车间主任李兵仁（化名）贪污公款和

其他问题多次批评。后经厂党委研究，决

定对李兵仁给予撤职处分。郎敏聚为治病

救人，提议给予李留职察看。在会上，郎敏

聚宣布了厂党委对李兵仁留职察看的处分

决定，并说：“知错改错，不改就滚蛋。”从此

郎敏聚和李兵仁结下了“梁子”。

1977年1月18日，因丹河电厂发生火

灾，焦作市委调整了丹河电厂领导班子，并

以焦作市委组织部文件下发，文件称：免去

郎敏聚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另行分配工

作。其党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仍在丹河电

厂保留。

1978年，郎敏聚的噩梦开始了……

同年10月4日下午，工人吕瑞东给郎

敏聚送来一封信，上书：党委决定你接信后

3天内返厂，否则后果自负。但郎敏聚没想

到，他在接到信的第二天就已被开除。

10月5日上午，丹河电厂党委召开全

体职工大会，宣布了厂党委的研究决定：郎

敏聚“限期不归”，被开除党籍、政籍。

事后，郎敏聚找到已当上丹河电厂党

办主任的李兵仁，质询开除理由，索要市委

批文。李说没有市委批文，正在办理。没

有市委文件，郎敏聚不承认丹河电厂这一

决定，依然按时交纳党费，但均被退回。

在丹河电厂党委给郎敏聚“退党费”信

上这样写道：郎敏聚同志，遵照焦作市委刘

酉山书记的讲话要求，经厂党委研究决定，

口头请示市委同意，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五

日研究，将你开除党籍、政籍。你寄来的八

角钱，党组织不予接受，现退还。日期：

1979年1月12日。

这封信，让郎敏聚知道市委对他被开

除党籍、政籍的情况并不清楚。于是，他找

到时任焦作市委书记刘酉山，言明情况，刘

书记当场否认，并立即责成市委组织部核

查。最后的核查结果是：郎敏聚“限期不归”

不属实。

10余年坚持，老郎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1990 年 3月 2日，省电力工业局纪

检组给丹河电厂领导去函写道：郎敏聚

反映自己七八年十月五日受处理，一是

事实不清，二是政策依据不足，请你们按

照党的有关政策，予以认真复查复议（要

结果）。

这时的丹河电厂领导班子已调整，新

班子领导大多知道老郎的冤情，他们接到

省电力工业局纪检组信函后，认真复查，并

给省电力工业局纪检组写了请示报告。丹

电党发［91］第07号文件《关于对郎敏聚申

诉问题的再次复查报告》写道：

郎敏聚同志是七八年十月五日因旷工

问题被我厂开除厂籍、党籍的……把七八

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这

段时间合并计算为旷工不够妥当……为此

经研究决定：同意恢复郎敏聚的公职，以前

工资不再补发……工龄从上级批准之日起

计算，另加六八年三月至七八年十月五日

期间的工龄。

此报告很快得到省电力工业局批复，

原则上同意丹河电厂对郎敏聚的再次复查

决定。时隔13年，老郎终于回到了工作岗

位。

1994年5月17日，丹河电厂党委研究

决定：不承认1978年10月5日对郎敏聚的

处分，恢复了郎敏聚的党籍。老郎得知后

泪如雨下，几天都兴奋不已，并立即补交了

16年的党费。

老郎上班后，丹河电厂党委让他到厂

综合服务公司担任领导，被他婉拒了。他

决心到市场上闯荡，补回失去的年华。

1991年，他成立了丹电防腐保温公司，几年

下来给厂里上交了几十万元。

丹河电厂组织部给老郎鉴定的评语

是：……几年来在未向厂里要一分钱的情

况下，自己闯入市场，并向厂里上交几十万

元，为厂里做出了突出成绩，受到领导和职

工的好评。

看起来老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可

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被栽赃陷害的记

忆始终挥之不去。“文革”结束后，全国都在

拨乱反正，他却屡遭栽赃陷害，而且那些栽

赃陷害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理，这是老郎

不能接受的。

翻看老郎提供的证据，仅伪造1978年

10月5日开除老郎党籍、政籍、厂籍的党委

决定就有4个，都是同一个会议研究决定

的。记者调查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

丹河电厂党委委员说：“对老郎的处理决定

根本没有通过党委研究，这是别有用心的

人凌驾于党委之上的个人行为。”

老郎说不能得理不饶人，栽赃陷害我

的人死前已经忏悔了。

1993年，原丹河电厂党委书记司玉斌

因心脏病在郑州病故，弥留之际他对老郎

说：“对不起，我偏听偏信，让你受委屈了，

我给你道歉。”

老郎听了很不适应，心却释然了。

沉冤昭雪：恢复公职但13年工资不补发

“老郎冤案”

——焦作丹河电厂郎敏聚被栽赃陷害纪实

□本报记者 马如钢 文/图

郎敏聚提起往事仍十分激动

“限期不归”被市委否定后，一个置老

郎于死地的恶名又安在了他头上。

1980年，焦作丹河电厂伪造文件再次

栽赃陷害老郎：丹电发（78）第11号文件《关

于郎敏聚所犯残酷迫害致残革命干部和革

命群众等严重罪行的处理报告》列举了郎

敏聚“主要罪恶事实”：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八年三月，郎

在沁阳一中担任群众组织“九一五”头头和

该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私设公

堂、牢房，使用十五种刑法、十一种凶器，行

凶毒打十九人。其中，长期关押，审讯毒

打，多次抄家，进而逼死沁阳一中原党支部

书记田建功同志。

经厂党委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研究，

将郎敏聚开除党籍、政籍，交群众继续批

判。

丹河电厂党委将此“报告”送焦作市委

有关部门等待批复。这份“报告”引起了焦

作市委的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市委组织部

调查核实。

经查，沁阳一中原党支部书记田建功

因被批斗思想压力大，于1968年7月跳井

自杀，而郎敏聚于1968年3月参军，田死亡

与郎敏聚无关。“报告”列举郎问题纯属诬

告、栽赃陷害。

焦作市委组织部复查后，要求丹河电

厂恢复郎敏聚工作，恢复其党籍、政籍，并

补发工资。

郎敏聚上班半个月后，李兵仁找他谈

话，说他已经调走，已不是厂里的人了，去

找“市委另行分配”吧，今后不要上班了！

此时，焦作丹河电厂已划归省电力工

业局管理，老郎反映问题只能去省电力工

业局。省有关单位多次给焦作发函，要求

核查郎敏聚反映问题，但丹河电厂坚决顶

着不办。

一天，老郎从郑州回来，身心疲惫，万

念俱灰，从街上买了一把刀，准备割断大动

脉自杀，忽听邻居家传出《白毛女》唱道“我

不死，我要活……”他放下了刀，重新振作

起来。他坚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陷害升级：“逼死人命”被二次开除党籍、政籍

郎敏聚展示被栽赃陷害证据

1981年的一天，老郎在厂区转悠，看到

垃圾堆里有几张脏兮兮的黄纸随风摇来摇

去。他捡起一看，上面的内容让他吓了一跳。

原来那些黄纸是丹河电厂对郎敏聚的

《工人处分报告表》，“处分报告表”上说老

郎长期旷工不归，依据国务院（63）国营企

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

定，一九七八年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开

除厂籍处分。

看到这份“报告表”，老郞才知道他因

“旷工”被开除厂籍了。于是，他到厂党办

索要“旷工”依据，但他们却拿不出来。

1981年7月，厂党委给老郎送来了一

份《关于对郎敏聚同志问题的复查意见》，

这份“复查意见”这样写道：

……经查郎在七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离

厂后直至十月五日期间，郎无住院治疗证

明，其属旷工性质。“复查意见”是1981年6

月16日。

记者调查，1977年1月8日，焦作市委

已调整了丹河电厂领导班子，以文件宣布

免去老郎和其他3位领导职务，另行分配工

作，他们4人都在家里等待市委分配工作，

说成旷工不实。

老郎的不断上访，引起了时任省委书

记刘杰的关注，并批示：查证落实，上报实

况。焦作市委立即派出调查组落实省委书

记批示。

1981 年 12 月 25 日，焦作市委焦发

［1981］77号文件《关于郎敏聚申诉问题的

复查报告》上这样写道：

省委：

七月十六日，刘杰同志对我市丹河电

厂郎敏聚的申诉材料作了批示。……用56

天时间，对郎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现将

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但他态度蛮横，拒绝调查，并否定

交代过的主要错误事实。根据复查情况，

我们研究决定：朗敏聚问题属实，丹河电厂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的处理决定是适当

的，不予改变。

老郎说，当时焦作丹河电厂个别人“蒙

骗”上级个别领导，焦作市委才做出了错误

决定。老郎回忆说，当时，只要能置我于死

地，他们啥招都用上了。

2007年，老郎在河南火电二公司退休

了，他去公司人劳部了解养老金发放时，又

在档案里发现一份焦作丹河电厂以“打砸

抢、旷工”为名开除他党籍的材料。这份材

料没有日期，在党委意见栏上这样写道：经

厂党委七八年十月五日研究决定，给予郎

敏聚开除党籍处分。

那时，老郎早已恢复了党籍和公职，原

来栽赃陷害他的材料已被丹河电厂组织部

销毁，至今档案中保留的这份材料成了陷

害他的有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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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两天半小短假，
你说好不？

在7月31日的吹风会上，吴文

学表示，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里面，明确提到要进一步推动带薪

休假制度的落实。

首先，要鼓励各单位和企业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带薪休假制

度与本地的传统节日、地方特色的

活动相结合，采取相对灵活的休假

安排，实现错峰休假。

其二，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

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夏季灵

活安排工作时间，为职工周五下午

与周末时间相结合、实现小短假创

造有利条件。

其三，推动各地制定带薪休假

的实施细则或实施计划，保证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算上这次，今年

以来，官方已至少五次公开强调落

实带薪休假。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连

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

假。自2008年起施行的《职工带薪

休假条例》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

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

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

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

期。

然而人社部的一项调查显示，

目前国内带薪休假落实率仅为50％

左右，而落实带薪休假比较好的单

位，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像一

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落实得相对

较差。

4日，新浪网进行了一项“休短假，

你认为可行吗”的调查。截至昨日零

时，共有5万余名网友参与本次调查。

在新浪网的此项调查中，有

59.5%的网友表示官方不断鼓励带

薪休假“落实困难，休假难”，有

38.6%的网友“看好，可以多休假

了”，另有1.9%网友称“不清楚”。此

外，关于现状方面，60.1%参与调查

的网友目前是每周“双休”，“单休”

的有23.3%，“无休”的有10.3%，“两

天以上”的有6.3%。

“‘周五下午+周末’小短假模

式，不失为落实带薪休假的好办

法。”智联招聘资深职业顾问杨媛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短假的

好处显而易见。一是假期时间可以

得到扩展，随机组合。二是零星休

小短假，使职场中人休假的单次时

间缩短却加大了休假的频次，可实

现短途旅行休闲。三是相对一次性

休长假，对工作的影响较小，而身心

却可通过休假得到适当调整，避免

“假期综合征”。同时，就企业而言，

也会希望职工把长假按工种的要求

进行分次处理，可以规避员工因假

期快到期限时不得不休，而导致工

作上的不便。

杨媛媛认为，小短假的模式，

不仅仅局限在“周五下午+周末”，

也可以是“小长期+N天”的处理方

式。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小

短假的提议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

宜之计。著名旅游专家、北京旅游

学会副秘书长刘思敏博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旅游业的问题

是5天以上的长假短缺。当务之急

是增加黄金周长假的供给。其一，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异地就业

规模扩大，探亲需求不能仅靠春节

来实现；其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旅游这一兼具物质和精神双

重特征的消费，将是未来大众消费

的一个趋势，而民众的这种旅游消

费需求，需要长假来解决；其三，缩

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需求。我国中

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

富，产业结构有赖于旅游业，而西部

地区旅游客源更多的要来自于东部

地区，没有长假供给就没有客源。

“在目前‘十一’、春节两个黄金

周的基础上，恢复‘五一’黄金周、在

8月上旬增设‘避暑黄金周’，至少形

成4个黄金周长假，这才是解决问题

的根本。”刘思敏称。

专家表示，《劳动法》虽然有规

定，但是缺乏具体细则、法规条款，

制度上的空白与漏洞成为落实政

策、法规的阻碍。广西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罗国安指出，

破解带薪休假之难，关键要靠执法

部门主动监督，加大追责力度，像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了欠假

不整改要加付赔偿金，但却没有标

准；《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里明确了年假没休时要向职工

加付赔偿金，但处罚力度还太小。

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仅期待机关

事业单位的带薪休假起到示范效应

比较难，所以必须找到政策落实的

突破点和着重点。据《新文化报》

今年五提落实带薪休假

探源

带薪休假落实率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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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差”凸显现行制度瓶颈

观察

1.小短假对工作影响较小

观点

2.治本还得靠增设黄金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