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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讨薪难须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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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农村版

重视更要重“实”涉农服务窗口
要便民暖心

元旦前，由西平县供电公

司编制的《文明之路》图册已印

制出版，这标志着该公司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再谱新篇章。

西平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以创建省级文

明单位为抓手，不断夯实管理基

础，使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中心

工作有机结合，全面提升员工的

文明素养和企业文明程度。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司

注重人文环境建设，对机关和

各站所进行建设和美化，定期

更换橱窗和文化长廊；注重窗

口建设，对营业窗口进行绿化、

美化，配备便民设施，规范品牌

标识的应用，定期对各单位卫

生进行检查、考核、评比，为客

户提供规范、整洁、舒适的环

境；注重文体活动设施建设，对

健身房、篮球场、活动室、运动

场、图书室等硬件设施加强维

护，为员工营造环境优美、健康

生活的良好氛围。

强化员工教育培训。公司

深入开展员工素质提升工程，

采取“请进来、送出去、就地培

训”的方式，主动聘请专家教授

来公司举办专题知识讲座，选

派优秀管理技术人员参加专业

院校的系统培训，开展全员普

训、专业培训以及重点人群培

训等方式，不断提升员工素

质。同时，加大学历教育力度，

在各专业、班组开展岗位练兵、

技术比武等活动，在员工中形

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丰富活动载体。举办“道

德讲堂”，开展道德讲堂进基

层、进班组、进站所活动，达到

“以身边人讲身边事，以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的目的；成立“西

电繁星读书社”和读书活动微

信群，定期组织读书沙龙、好书

推荐、好书大家读活动，形成

“好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氛围，

为书香企业再添色彩。

履行社会责任。该局积极

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完

成10个新农村电气化村（B类

升A类）建设和2000余亩农田

机井配套建设，全力服务农民抗

旱；以“国富”抢修班和共产党员

服务为依托，积极参与文明城市

创建，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志愿

服务、献爱心等活动，树立公司

形象，提升公司品牌。

在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的

不懈努力下，多年来，西平公司

先后获得并保持了国网公司

“一流县供电企业”、国家电网

公司“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单

位、河南省电力公司“文明单位

标兵”等荣誉称号。（刘静）

“年年岁岁花相似”，用这句话来形容岁末

年初农民工讨薪最贴切不过了。每年这个时

候，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就是，哪哪又发生了

农民工欠薪事件，哪哪又发生农民工讨薪伤亡

事件。从2002年我国就对欠薪行为发起整治

行动，国务院通知要求，消除拖欠克扣农民工

工资、乱收费等现象，至今已有整整14个年

头。几乎每年这个时候，针对农民工欠薪问

题，人社部、公安部等相关部门都要出台文件，

都要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但因欠薪引发的极

端事件仍在各地不断上演。

“讨薪难”的病根在哪里？恐怕最根本的

原因是只治标未能治本。只要把视线稍稍从

讨薪者身上转开，而把焦点对准欠薪者，就不

难发现：讨薪难的根恰恰在欠薪易。说到底，

还是对欠薪者，尤其是恶意欠薪者的“紧箍咒”

没有真正念起来。如果相关部门把这些国家

和地方出台的法律、规章都能够有效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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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讨薪难题至今并没有效破解，折射的是事关

农民工薪资保障法规执行的不力，法规的生命

力在于执行。因此，无论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入刑也好，还是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也好，通过

刑事手段打击欠薪行为的美好初衷并没有实

现。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

奇迹”的组成部分，他们无愧于这个时代。城

市给了他们机会，他们给了城市以创造，给了

城市新的风景线。城市的每个地方，都能看到

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穿上保安服装，为小区

安全提供保障，风雨无阻。他们穿上工装，活

跃在脚手架上，忙碌在服装车间，劳作在新的

高速公路工地……农民工对城市发展之功，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但

城市给农民工回报却难以和农民工之“功”相

匹配。

欠债还钱，自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何

现在却搞颠倒了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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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硬起手腕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

定，让责任方负起责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即

使包工头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农民工

的工钱照样有地方出。

我叫徐华勇，是淅川县政协

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2015年

11月，县政协办公室会议研究决

定，派我进驻淅川县香花镇白龙

沟村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兼驻村

第一书记。

2015年12月19日上午召

开白龙沟村村组干部群众代表

会，对村里拟确认的42户贫困

户重新进行评议。结果，会上党

员及群众代表们反应强烈，有的

说这42户贫困户里的一些家庭

不符合贫困户标准，有的说村干

部只选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或自

己的亲属做贫困户。

会议结束后，我就决定在村

里住下来。对拟定的这42户贫

困户，逐户进行走访了解。当

天，山区气温低至0摄氏度以

下，天阴沉沉的，还刮着寒风。

我只想着早点完成任务，连口水

也顾不得喝，就投入了工作。来

到第一户群众家里，这家有五间

砖瓦结构的房子，现在家里的常

住人口是老两口和孙子孙女。老

两口70多岁了，老太太身体还有

病，唯一的儿子外出务工了。儿

媳妇前年生下女儿后，由于嫌家

里贫穷就以外出打工为借口一去

不复返，至今杳无音信。老两口

表示家里只种了3亩地，地里收

入少，儿子工资低，孩子上学、老

人看病都需要花钱。这户人家在

村里确实比较可怜，可是与县里

确定的贫困户标准却明显不符，

他们家不应当是贫困户。我们给

老两口耐心细致地解释精准扶贫

政策，最终使他们明白了自己为

何不能被评为贫困户，对我们的

工作表示理解。

我又去了第二户人家，也是

一对70多岁的老两口。两位老

人单独居住，有两个儿子。大儿

子在香花集镇上建了房，二儿子

常年在外务工，为了老人的赡养

费问题，两个儿子闹了矛盾，结

果都不愿支付老人的赡养费。

老两口表示，自己岁数大了，干

不动活了，两个儿子都不养活自

己，自己也应该是个贫困户。我

反复给他们解释精准扶贫的标

准和要求，他们家不符合贫困户

的条件，他有两个儿子，并且条

件都不错。儿子不养活他们，可

以向法院起诉……

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我终

于把这42户群众逐一走访了

遍。而后我又严格按照县委制

定的贫困户标准操作，最终把贫

困户确定为6户。由于走了一

天多的路，又反复向群众宣传政

策没有喝水，加之山区气温突

降，因此我的嗓子哑了、嘴上起

了泡，累得腰酸背疼，但是选准

了真正的贫困户，我觉得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元旦前，笔者慕名拜访社旗县饶良镇二户

岗村西刘庄114岁的何振法。正在小洋楼下

边晒太阳边择菜的她看见笔者，就慌忙打招呼

让座。“我都上过几回电视啦，你这回来是不是

又叫我上电视哩。来，先给我照个相吧。”老寿

星说到这里，脸庞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1902年10月8日出生在襄城县的何振

法，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弟弟18岁那年死亡。

因家中贫穷，何振法16岁那年嫁给西刘庄郑

兰富。何振法30岁才开始生养孩子，在她6个

儿子1个闺女中只有大儿子和三儿子没有成

家。现在，她和两个单身儿子一起生活。

“俺娘仨一来有个相互照顾，二来不给别

的娃们找麻烦。”何振法说。几十年过去了，由

于何振法起早贪黑、受冷挨饿，导致患上头晕

呕吐病症，所以现在每天早上都要吃两个荷包

蛋。

“俺妈一辈子好干活、会操心，别看她今年

已经100多岁了，但她有时还干一些如择菜、

剥花生、洗单衣裳等活，俺家的钱还是她拿着，

我们花一分向她要一分。她啥时间给俺多少

钱，她记得特别清楚，从来不会忘。”今年80多

岁的大儿子郑红彦介绍说。三儿子郑红群抢

着对笔者说：“俺妈穷日子过惯了，啥东西都不

叫糟蹋。去年，她已经穿了8年的秋衣，烂得

不像样子，我把它扔掉后，她不依非让我捡回

来。”

“这个老太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生气，

就是再大的事情也能放下，整天给人家说生气

不值，一辈子就几十年，和睦相处还来不及呢，

哪有闲心去生别人的气。”邻居李大生告诉笔

者。据村民讲，何振法在艰难的日子里还收养

有一个智障男孩，在他家住十多年，后来因病

死亡。当时别人说：“就您这一窝子就够忙的

了，还有心去管别人。”她不仅不生气，反而说：

“这孩子一没爹二没妈三没哥弟，多可怜。”

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她身心健康，让晚辈放

心。无论春夏秋冬，她总是早上天明就起床，

从不睡懒觉，中午午休一个小时，晚上坚持看

电视听听戏。同时，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新中国

成立前哪家行善后来家业兴旺，哪家作恶后来

得到报应的事，教育晚辈处处传递正能量，时

时想着别人。因此，他的后代人人忠厚老实、

遵纪守法，是当地有名的“大善家”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以高息集资，

采取发奖品、管吃喝的方式，非法集资近

千万元，然后玩人间失踪，人去楼空，有

的农户半生积蓄打了水漂，苦不堪言。

非法集资坑害人的事屡见不鲜，他

们何以屡屡得逞？笔者认为：一是以高

息为诱饵。现在银行存款利息低，一些

家有余钱的农民总想找钱生钱的渠道。

有些人虽有警惕性，但看到有人领了高

息后，便被利益所动，想着先少存点钱试

试，赚钱后再多存，结果被套牢。二是炒

作洗脑。非法集资者往往声称有基地、

工厂，拉上农民朋友参观，管吃管喝发奖

品，这一招往往使部分人放松了警惕。

三是欲擒故纵，故弄玄虚。非法集资者

搞假象放烟幕，以“不到多少万不给办

理”等话语故弄玄虚，迎合部分人的好奇

心理，使之上当。

那么，农民如何避免上当受骗呢？

首先，要打消侥幸心理。其次，勤劳致

富，对自己不能掌控的投资要慎之又

慎。另外，遇事可咨询银监等金融部门，

做到不因利息高而冲动，提高警惕，保护

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宜阳县樊村镇至县城的公路，设计为双车道山区公路。从2005年左右通车至今，已经11

年，自2010年左右道路路面开始破裂，至今已经损毁严重，行车困难。

寒冬时节，在某镇金融服务大厅前

的三层台阶上下，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在寒

风细雨里排着长队。看着这些苦等的老

人在寒风中瑟缩，过往行人对此无不动

容。广大村民呼吁，涉农服务窗口要多为

民着想，多想办法做到便民、暖心。

要做到便民暖心，服务窗口要先有

一片热心。既然是排号领取养老金，不如

从大厅前的排号等待，变为到大厅里排号

领取。每天享受着空调温暖的工作人员，

不妨在集中发放养老金的时间里，为大厅

里众多等候的老人，提供每天数小时的空

调“暖心”，就是准备一些开水、杯子、椅

凳，也是举手之劳。关键是要换位思考，

有一颗服务群众的热心，把关心群众的冷

暖落到实处。

要做到便民暖心，服务窗口要先做

到“有心”。你在大厅前设置了几个高高

的台阶，那些领取养老金、低保金的年迈

体弱的老人，每迈上一个台阶都要颤抖喘

气。这些台阶，成了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隔

心障碍。要多为群众着想，在门前不设台

阶或降低台阶，设立老弱病残通道，那将

方便了群众，赢得了民心。例如2015年

一些地方在发放农业补贴时，在村里设立

了金融服务代办网点。原本发放要用一

个多月，而在该村发放后，仅用了几天时

间，就近方便了村民，免除了跑腿之苦，赢

得了广大村民的点赞。服务群众，还是要

多动动脑子，多想点办法。

当前，各级对如何搞好“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的成果转化都非常

重视。上级安排工作，下面及时行

动，这是必要的，只有思想上高度重

视，才能认真对待，竭力去做。

然而，有的同志对重视存在

误解，在抓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重

视的是会议开了没有，领导讲了没

有，文件发了没有，声势造了没有，

至于工作落实的效果，却不管不

顾。一项工作的开展，必要的造势

固然能体现重视的程度，但造势仅

仅是一种方法，不能当成工作的主

体或全部。要真正见到实效，就必

须把重视转化为重“实”。

领导对工作的重视程度，如

果仅仅以是否开了会、讲了话来评

判，那无疑是本末倒置，与“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作

为一名领导，必须真正放下架子，

深入一线，切实把基层建设的现状

搞清，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看看上

级惠民举措是否付诸实施，基层群

众的困难是否妥善解决。唯有如

此，才是真正的重视。

现在有些人一提重视，就想

着不搞出点大动作，显得太平淡、

没创意，显示不出自己的本事和

能力，于是浪费了人力物力，既助

长了形式主义的歪风，又滋生了

弄虚作假的邪气。培养好的作

风，杜绝坏的风气，没有取巧的办

法。正如一个人每天都要洗脸刷

牙才能体面出门一样，唯有不搞

花架子，不玩假把式，踏踏实实，才

能真正将“三严三实”的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

求实效不求虚名。践行“三

严三实”，贵在实事求是，怕就怕好

大喜功、虚荣作怪。锤炼严和实

的作风，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非

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持之以恒。

这就要求领导能耐得住寂寞，甘

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如果一门

心思在图虚名、争彩头上想点子

花气力，最终必定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

父母残疾，奶奶年迈，弟弟幼小，面对此情

此景，正值15岁的女孩朱新月选择弃学打

工。“为了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更为了让弟弟

安心读书，我必须支撑起这个家。”朱新月说，

“其实打心眼里讲，我还是想返校读书。”

朱新月家住宁陵县张弓镇尖庙村，2014

年在邻乡一所学校读八年级。父亲朱世清家

境贫困，17年前娶了一个盲人为妻，生下了朱

新月和弟弟。朱世清除种地外，还在工地上给

别人掂泥桶。不幸的是，朱世清患过一场大

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祸不单行，去年春节前，

朱新月的爷爷又触电身亡。

懂事的朱新月自知家境不济，从小学习

就刻苦勤奋，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由

于家里连遭灾祸，濒临绝境，朱新月只好忍痛

离开学校，通过一家劳务中介公司，于去年正

月初八到江苏南京，进入一家电子厂打工。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电脑、手机的主板，劳动时

间长，质量要求严，朱新月成了生产流水线上

的一员，一天12个小时投入高强度劳动。累

了，她就咬咬牙挺住；饿了，她就馒头夹咸菜

啃两口，月底准时将3000元的工资汇给父

亲，并在电话中一遍遍叮嘱读六年级的弟弟

好好学习。

自从爷爷去世后，爸爸卖冥纸挣点零花

钱，家里土地全靠70多岁的奶奶一人操持。

一个月前，奶奶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摔下，导致

大腿骨折。听到这个消息后，朱新月急忙向厂

里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到家中照顾奶奶。在她

的悉心照料下，奶奶的身体恢复很快。

截至目前，朱新月的事情已经在当地报纸

上刊发了近两个月，但仍然没有任何反响。笔

者曾私下多次劝其回宁陵职业中专幼师班就

读，但她说还得再坚持挣两年钱，家里的生活

离不开她。

“有一次梦到我数学考了满分，领了一张

大红奖状。现在，上学读书成了我最大的梦

想。”朱新月叹着气说。

“恭喜你，抽得了一等奖，奖品是原价

3888元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只用799元

马上拿回家。”就是这种拙劣的广告语，却

让李先生吃了大亏。

近日，消协接到李先生投诉，称前几

天在商丘市区某手机店门口摊点做活动

时抽得一等奖，花了799元将原价3888

元的笔记本电脑买回了家，可好心情还没

维持多久，在一次上网查询时发现该品牌

生产商没有生产过这一型号的笔记本电

脑，难道是山寨货？抱着怀疑的态度，李

先生找到了那家手机店，却被负责人告知

该笔记本并非该店出售，无法退换。

接到投诉后，消协工作人员立即赶赴

现场，要求店方给予解释。面对询问，店

老板给出了答案：前段时间在手机店门口

摆摊的人员并非该店员工，只是事先征得

店方同意，临时占用了店门口人行道做活

动。由于找不到被投诉主体，调解无法继

续。在此，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莫信天

上掉馅饼。

农家故事

□赵兰奇张天增

闻者足戒

□李志杰

莫信天上掉馅饼
幸运抽奖留心眼

特别提醒

□贾玉仙

远离非法集资
保护合法权益

樊村镇通往宜阳县城公路

路面损毁严重 车辆行驶困难

花季女孩弃学 外出打工养家

114岁的当家人

双休日 我在走访贫困户

西平县供电公司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谱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