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者付出辛勤劳动后却拿不到报

酬。恶意欠薪，甚至还对讨薪者大打出手

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这是对劳动

者的亵渎和对劳动者的歧视，也是法治社

会的法制缺失。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

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欠薪问题依然屡

禁不止。笔者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

府部门缺乏主动出击整治欠薪和没有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使欠薪或恶意欠薪成普遍

现象，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

治理欠薪久久为功。笔者认为：政府

各职能部门不能等到讨薪上访以及险情

发生后才出来治理，清理欠薪工作应前

移，常态化督促用工企业及时足额支付农

民工工资。在这方面，今年以来国家和部

分省市相继出台了相关意见和办法。今

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就健全和解决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

求。

近日，湖北省出台了《湖北省重大劳动

保障案件挂牌督办办法》。《办法》要求督办

案件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结案，充分体

现了湖北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决心

和力度，并为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资清欠

工作和重大工资拖欠案件查处工作提供了

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河南省政府7月26

日发布《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实施意见》，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意

见》规定，用工企业为农民工办理实名制银

行卡，工资月结月清划入农民工个人工资

账户，企业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

风险转嫁给农民工，使该省各行业主管部

门将推动各类行业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

资制度逐步得到落实，确保2017年年底实

现银行代发工资全覆盖。

上述这些意见和办法，逐步建立健全

了农民工工资制度保障机制，重视日常的

投诉，确立了政府部门首问责任制，强化了

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的便捷化建设，

让农民工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

要回工资。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还要建

立清欠联动制度，变被动式清欠为制度化

清欠，湖北、河南的做法值得各地借鉴。要

进一步强化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制度、

工资支付监控制度、欠薪报告制度、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制度、企业“黑名单”制度，提高

企业拖欠工资的违法成本。要像河南那样

推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银行代发农民

工工资等办法，保障农民工按时得到劳动

报酬，真正让农民工有切切实实的务工安

全感、获得感。唯有如此，才能依法治理欠

薪“痼疾”。

十六岁的仓花姑娘虽然身材显得清瘦，但
胸前的两只小乳房仍像瓜地里的小甜瓜一样
在慢慢地膨胀。头发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带黄
颜色，长着长着又自然地卷了起来，加上一双
忽灵忽灵闪着的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就像山
上的野菊花一样，格外清香迷人。只是不仔细
看，她的清纯不被人注意罢了。但奶奶看着仓
花的头发，常指着她说：“这妮片子，早晚是个
惹祸根苗子。”把她早嫁出去成了奶奶的心头
大事。

秀是个闲不住的女人，虽然婆婆叮嘱她要
好好休养身体，那也不一定是真心话。可没活
干，心里总是没着落。上午，她拿了一张渔网，
一个水桶，让大女儿拉扯上妹妹，向河湾晃
去。她知道，河湾里有几条水沟常常有庄上人
去网鱼，闲着没事，网几条鱼回来也能够改善
一下家里人的生活。要是再等几天，一结冰便
网不成了。虽然她知道那几条河沟能网出鱼
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走出了村
子。

冬日的南蛇湾村外是一片肃杀之气，空旷
的田野里有野鸟在鸣叫。母亲拎着渔网，大女
儿仙妮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拉着妹妹仙草，刺
骨的寒风把她们娘仨的脸吹得红扑扑的，可女
儿们的脸上仍是流露出了笑容。母亲走路已
不是很快，低头只能看见自己的肚子，脚迈出
一步才能看见自己的鞋尖。她知道，女儿心里
已经嗅到了鱼汤的美味，才绽放出欢快的表
情。

迎面走来一人，正是原唐。母亲忙把头低

了下来，不知怎的，她不敢正视原唐那双眼睛，
仿佛那双眼睛能窥见她心中的秘密似的。

原唐一看见秀的样子，便知道是去河湾捞
鱼，拦住了她：“这么冷的天哪有鱼呀，是不是
你婆子叫你去的？”

“不是的，不是的。俺娘叫我歇着，不让俺
干活，可俺不干活着急，管她有鱼没鱼去捞几
网，反正闲着也没事。”秀说话声音有些结巴，
不知道说啥好。从内心来讲，她对原唐有一种
畏惧的感觉，总觉得这个人身上隐藏着一种让
人捉摸不透的东西。

“回去歇着吧，这么冷的天能捞着鱼才怪
哩。”原唐说。

母亲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两个孩子：“还是
去试试吧。”

“等几天，我让生产队弄点粮食来，这个冬
天不会让你们一家人饿着的。再说，我就在你
们家吃住，还能少你们的？有我一口饭，就有
你们半口汤，赶紧回去吧，别瞎声张了。”原唐
又劝道。

“俺咋能沾生产队的光哩？那还不叫庄上
人说死？”母亲说。

“他们说啥也是闲说，没用。那刘老黑、张
大郎沾生产队的光还少？想收拾他们，我早就
整他们了。你别操多的心，我住你们家就想以
此为借口给你们弄点帮补，日子会好一些。”原
唐说着，拉起仙妮的手，“来，让我抱着小妮，咱
一路回村里去，我还有事要办哩。”

“不，我要吃鱼。”仙妮甩着手不让他拉。
“还是领着孩子们去河上转转吧，捞着鱼

捞不着鱼少叫妮们嚷嚷。”
原唐笑了一下，说：“你可真有点儿任性，

记住要早点回庄上，不然你婆子不放心又到河
上找你了。”

“她不会找我的，我自己操点心，早点回家
就是了。多谢书记操心。”

原唐不再劝说母亲，迈步向村子里走去。
刚走两步，他忽地转过身来，对拉着两个孩子
想走的母亲说：“等一下，有个事我得给你交代
清楚。”

“啥事？”母亲转过身来。

原唐想了想，似乎是在犹豫着什么，他从
口袋里摸出一根“白河桥”牌香烟，掏出一盒火
柴，划着火，点着烟，放进嘴里，狠狠地抽了两
口，眼神变得沉稳而有力，抬手指了指北边压
低声音说道：“听我的话，这口井你不要再去打
水了，万万不可再走近这口井半步，否则有生
命危险。”

“为啥？不去井里打水，我们家人吃啥？”
母亲显得有些惊愕。

“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但打水尽量让别
人去打，轮着你打水的时候，晌间去打，不要凑
早上和晚上。我刚才说的话，你对任何人也不
能提起，否则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突然间，
原唐说话的口气有些瘆人。秀睁大眼睛望着
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就在原唐再次转身
迈向村子的时候，第一次见原唐时那种眼神的
感觉又在秀的脑海中霍地一闪，再想找什么时
候有这种感觉时，那原唐已迈开大步走进了村
子。

看着原唐的背影消失在村子里，母亲从内
心对原唐有了一种十分感激的想法。人家当
官的还是为俺这些老百姓着想。脑子中又浮
现出刘老黑的影子。这鬼东西以后再也不敢
欺负俺了。又想到他和婆婆有那么一层关系，
心中又涌起了一种莫名叹息。望着原唐手指
的那口深井，母亲怎么也捉摸不透他刚才说话
的意思。

第十二章 偷窥

原唐住在南蛇湾村的第一夜便夜不归宿，
对这，何桐并不感到奇怪。他知道，原唐肯定
是夜里又回公社了，刘敏走时那恼恨的目光他
看得清清楚楚。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刚开始
发展，何桐便窥见了，之后便开始细心观察。
只是有一点儿他不明白，那刘敏最近夜里光往
原唐屋里跑，但时间不长又不情愿地出来，好
像是被撵出来的样子。以前可是原唐天天晚
上往刘敏屋里溜，早上为怕别人看见，天不亮
就不情愿地钻出刘敏的热被窝，临走还要在刘
敏的胸口上摸上一把，说几句热乎乎的情话。

何桐的住房在原唐和刘敏的后一排，他是

在一次夜里出来小便时发现这个秘密的。当
时还没解开裤子，听到一阵窃声从前面若隐若
现地传来，吓得赶紧憋住了尿，支起耳朵仔细
地听。那声音是从刘敏的卧室传出来的。他
想回屋睡去，可好奇心又促使他轻手轻脚地溜
到刘敏的后窗前，里面的窗帘拉得紧紧地，透
不出一丝光线。何桐听到了刘敏和原唐在床
上的浅言低语……而第二天上班，何桐开始注
意他们二人的言语、行为，竟跟没事人似的，从
眼神、举止上看不出一点儿破绽。下午为某项
工作，原唐还当众训斥了刘敏一通，说再这样
工作下去，只有请求组织上把她调离南湖公
社。刘敏当众委屈得直掉泪，还作了认真的自
我批评和检查，表态以后要踏实工作，深入群
众中间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把南湖公社的各
项生产抓上去。何桐一边听着，一边心里暗
笑，好个原唐、刘敏啊，真他娘的会装，夜里搂
住亲不够，白天开会装圣人，但心里禁不住对
他们二人的表演功夫而自叹不如。当天夜里，
何桐再也睡不着觉，溜出屋来，蹲在刘敏的房
后，偷听他们床上的私语……从此一发而不可
收，一夜不偷听他们说话竟然焦烦不安。有时
候想着他们的话语，冲动起来，弄脏床单被子
的事常有发生。但他在外表上一点儿也不敢
透露出来，语言上更是把紧自己的嘴巴，生怕
祸从口出。他知道刘敏的家庭根底硬，原唐是
个笑面虎，二人谁发觉他何桐知道了自己的秘
密，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弄不好小命也丢进
去。偶尔二人进县城开会，这何桐急躁便又开
始蹲到其他有家属的干部屋后偷听，用他自己
心里话说：这贱毛病算是落到身上了，上瘾了，
不听急得慌，要憋死。可就在去年冬天他带领
50名基层民兵进城训练一星期回来后，连续几
晚上蹲在刘敏屋后偷听，奇怪的是这原唐再也
不进刘敏的屋了。有时候原唐自个儿出去，天
亮才回来，对刘敏竟然是不理不睬。莫非原唐
又有别的女人了？何桐心想。可也不会这么
快吧，再说让刘敏知道了，他这书记能不能当
还是个小事，小命能保住不能保住还不好说
哩。都知道刘敏的父亲刘文化任县武装部长
职务，外号“刘大哥”，在县里是个没人敢惹的

人物。你原唐有老婆有孩子，人家刘敏是个大
姑娘你就睡上了，这让刘敏的老子知道了，不
把你原唐的皮剥三层才怪哩。因为这事传出
去后刘敏是不好找婆家的，没男人会要她。可
为啥原唐突然就对刘敏不冷不热了呢？是不
是老婆知道了或者是听到了什么传闻？何桐
想烂了脑袋也想不明白。

刘敏属于那种头脑单纯、简单的女孩，表
面看去比较沉稳，但交往几次就露馅了。原唐
正是抓住了她的弱点，趁一次酒晕后将她摁倒
在床上，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刘敏开始反抗，
怎奈敌不过原唐的力气，被扯下了裤子，撕烂
了乳罩、裤头。当原唐双手按住她那双没出笼
的小鸟时，刘敏一下子酥软了，一股电流般的
感觉迅速冲刺全身，口中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呻
吟声……事后原唐又将她搂在怀中，左哄右
骗，又是亲又是摸，不一会儿又将刘敏招惹得
欲火上升，翻身压在原唐的身上……刘敏初尝
春事，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天天夜里缠着原唐
要他爱抚……两人事情虽然做得隐秘，但还是
让何桐无意间发现了。何桐自知这事非同小
可，必须稳住自己的行为，以免惹祸上身。

这何桐养上了偷听瘾后，夜里不出来溜达
几圈就心急火燎似的。在南蛇湾住的头天晚
上，硬是不让刘老黑睡在自己屋里，把他撵了
出去。夜半时分，何桐悄悄地下了床，推开门，
蹲在刘老黑住屋的墙角处。那刘老黑果然没
睡，正和自己的女人白脸婆在说话。听刘老黑
的说话口气，显然是有点儿不顺意，说公社书
记来了吃住不在自家，偏要在那破女人家，也
不知道是咋想的，是不是那次大面积的剿匪活
动中书记险些丧命，对自己有成见？这次村里
成立治安队，又让仓满当上了治安队长，这不
明摆着在瓜分自己的权力吗？唉，自己的好日
子看来是快到头了，你那七姑子八姨子以后生
产队的光也别想多沾了。

“俺那几家亲戚沾的光总是没有别人沾的
多吧。”白脸婆的口气中充满了讽刺味道。

“你说话别带刺，没看见老子正烦着哩。”
刘老黑恨恨地说。

“管你哩，反正你能给人家帮补点总是好

事，多积德总比干缺德事要好得多。只要人家
愿意，你想咋整咋弄我不管，只是事有些时候
闹大了会遭报应的。”白脸婆说。

“报你妈了个腿，老子想抱谁抱谁，你少管
球闲事。这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生产队
的活要丢了，看不饿死你们亲戚们几窝子才怪
哩。”刘老黑的语气有点儿怒火味。

“好好，算了，我的好男人，别生气了，吵醒
娃们听见了多不好，我不说还不行？”每到这时
候，白脸婆便服软了，不和他争吵，免得把事情
闹大。

刘老黑叹了口气，似乎是侧身睡去。
何桐又蹲了一会儿，屋内再没了说话声，

很快就传来了刘老黑打呼噜的声音。何桐乱
遭的内心似乎平静了下来。他正想起身离开，
屋门一动，那白脸婆竟然蹑手蹑脚地走了出
来。何桐心中一惊，忙又蹲下，看见那白脸婆
进了灶火屋。不一会儿，她拎了一个篮子出
来，也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又推开院门，向
村外走去。

白脸婆走出村庄，径直向那片桃林摸去。
何桐悄声跟了上去，好奇心促使他想看个明
白。

看白脸婆在桃林里走路的样子似乎对夜
路十分熟悉。很快，她来到了桃林深处一处荒
芜的一座破庙里。推开那扇破庙门，走了进
去。何桐紧跟上去，伏在破庙墙上，向内张望。

夜色朦胧中，从庙内走出了一个瘦高男
子，那男子接过白脸婆递过的篮子，从里面取
出东西，放在怀中，又低头附身对白脸婆说了
些什么话，然后一闪身进了庙里。白脸婆也拎
起篮子，向外走去。

何桐伏在墙上，连大气也不敢喘息一下。
从那瘦高男子的身型判断，绝对不是等闲之
辈。一转眼，那白脸婆已走出了自己的视线。
何桐悄声地溜了下来，摸索着从原路返回，不
时地藏在桃树后，静观后路，生怕那瘦高男人
跟了上来。

（未完待续）
敬告读者:欲购《母亲的村庄》一书的读

者，请添加微信j13700775777，快递到手！

我们是开封市祥符区的居民。2015年底，区政府组织

建设公司对城区的12条道路同时开挖，一时间通行受阻，

商户关门，整个城区几乎瘫痪。居民们本以为半年工期很

快就会结束，可不知什么原因，道路改造工程一拖再拖。

先是春节过后，原来的一些施工队被清场而导致停工，此

后又多次变更施工方，终于在今年6月彻底停工至今。区

政府和建设公司推诿扯皮，广大市民怨声载道。开工至

今，满城堵车，伤人事故时有发生。我们希望祥符区政府

尽快解决问题，督促施工方早日复工，还市民一个整洁畅

通的出行环境。

上图 道路改造中途停工让居民举步维艰。

左图中学街与青年路口的商户蒋先生诉说出行的苦恼。

报载，巩义市村民举报称，该市

青龙山慈云寺景区内的水库旁，有

人在砍伐林木后，侵占1845.5平方

米土地建成别墅和农庄。当地国土

资源局两次按照“非法占地一平方

米处罚3元”的标准处罚，仍未能阻

止非法占地行为。巩义市国土资源

局执法大队副队长表示，违法占地

的处罚标准太低，是违法占用土地

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增加

了执法人员的执法难度。

如果说“罚酒三杯”不过是民众

对那些高举轻放、不痛不痒的象征

性惩罚的调侃与讥讽，而如今人们

却真真切切地见证了一起“非法占

地每平方米罚3元”的奇葩执法。两

次处罚共计不足 6000 元的超低罚

款，如何能让非法占地行为人因伤

筋动骨而心痛缩手？执法者表示，

处罚标准太低了，导致了执法的没

有威严，但事情果真如此吗？非法

占地难治根子是否真的缘于“每平

方米罚3元”的法规缺憾？

答案是否定的。诚然，查阅河

南省国土资源厅制定的《河南省(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

法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五大项

第二小项，的确有“占用其他土地面

积在3335平方米以下”属“轻微违法

行为的表现情形”，及“其他土地每

平方米处以3元罚款”。但其前面却

明明白白地赋有“除依照上述法律、

法规的规定处理外”的前置性条件。

其实，对于违法者的第二次非

法占地，巩义市国土资源局已于今

年2月再次作出处罚，限其15日内

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所有

建筑物和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但

时至半年过去，违法占地依旧。人

们不禁要问，当地国土局为何只盯

着“每平方米罚 3 元”的经济手段？

让违法者拆除建筑和恢复原状难道

不是最大的“违法成本”和最根本的

矫正违规？只言罚款不提恢复，土

地执法的懒政与不作为可见一斑。有这样一些人，

他不属于村民选举

的“村官”，也不在村

“两委”干部编制指数，顶多属于编外村干部。例

如村级建房专干。可就是这样不入流的“官”，竟

然利用手中的权力，申请冒领国家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款，成为“小贪官”。

新野县城郊乡关场村的江兴正是如此。江

兴通过种种渠道，登上了“村建房专干”的宝座。

他利用职务之便，首先以自己妻子的名字，申领

国家危房改造补助款7850元。他暗自窃喜，又

以自己亲兄弟江功的名字，申报冒领国家危房

改造资金7850元。

两次得手后，江兴正盘算着继续做下去的

时候，乡纪委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在查明事实

的基础上，乡纪委根据《河南省农村危房改造条

例工作实施方案》中关于严禁违背和变通农村

危房改造的原则为依据，撤销江兴建房专干之

职，且没收冒领之款。新野检察院提起公诉，新

野县法院依据犯罪事实，予以法律制裁。

65岁的张老汉，驾

驶四轮电动车在乡间公

路行驶，却因疲劳而进

入梦乡，车辆将在路旁坐着聊天的3位农妇撞入

沟中，酿成一死两伤的悲剧。

张老汉是鹿邑县某镇狄楼村张庄人。7月16

日上午，他开着电动四轮车带着孙子休闲解暑时，

到了村南4公里处的惠济河北岸的路口，向东沿

着俗称“八里长庄”的乡间道路行走，而后在鹿邑

至商丘省道路口向南行驶，过了地处高口村的惠

济河东大桥后继续前行500米，又拐弯向西行驶

在新修的、通往镇政府所在地的4公里乡间公路

上。大约10分钟后，张老汉来到了紧靠槐树村北

的路段。当时因疲劳过度等原因，他开着车竟睡

着了，不料车辆横穿马路来到路南，向一群正在路

南聊天的妇女撞去，致使一名42岁的农妇当即死

亡，另两名农妇经抢救脱险。一起事故，四家悲

剧。事后，张老汉被公安民警带走。

金少庚 著

母亲的村庄
(11)

有话直说

□张玉胜

难治非法占地
不在罚款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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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王天立

立此存照
□白中发魏涂鸦摄

道路改造干干停停
居民出行磕磕碰碰

开封市
祥符区

读者来信

□乔承祖

治理欠薪不必等到年关

风土人情

□石广田

盖房上梁的传统习俗

竟有此事

□魏敏燕

盖房子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而

“上梁”则是盖房子的关键一步。俗

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

倒下来。”可见房梁对于房子的重要

性。房子上了梁，整个架构基本上

就完整了。因此，对于“上梁”，人们

都很重视，并流传着一些习俗。

上梁要选日子和时辰。为图个

吉利，一般都选在农历含六、九的日

子，时辰在接近中午时分。因为房

梁都是在地上提前做好的，在没有

起重设备的过去，想把一根几百斤

重的木头徒手送到三四米的高度，

是件既困难又危险的事情。选日子

和时辰，是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和工

作顺利提前进行的一种祈愿活动。

正式上梁以前，房主要进行祭

祀。首先在房梁和门窗上贴上用红

纸写的对联，房梁上一般贴的是“青

龙扶玉柱，白虎架金梁。”横批为“上

梁大吉”。然后在正门前设立香案，

摆上果品，房主毕恭毕敬地燃香，叩

拜，燃放鞭炮。然后，上梁才正式进

行。

正式上梁的时候，施工队会集

中全部力量。人们用绳子绑住房梁

的两端，一批人站在墙上拉，一批人

站在地面往上送。这项工程的危险

之处在于如果墙上的人力量不足，

或者绳子断裂，房梁拉起来后可能

就会掉下来，砸到地面上的人。施

工队长这时候格外小心，不停地检

查险情，提示人们注意安全。

房梁一般分为三角形和“工”字

形两种，如果是三角形直接装上两

根木柱做“叉手”，如果是“工”字形

要装上立柱和“二梁”后再装“叉

手”。整个梁架安好后，再在叉手上

面放上房檩，房檩上面钉上椽子，椽

子上面铺上防水材料，防水材料上

面铺上房瓦，屋顶就建好了。

为了作纪念，钉在屋子正中后

方的那根椽子都是特制的。木匠用

刨子将圆椽子的一侧刮平，房主请

人用毛笔写上建房日期、房主和工

匠的名字。如：一九九九年三月九

日，张三建房，木工李四，瓦工王

五。现在很多工程建好后，为了厘

清责任也要镶一块“责任牌”，与此

有些类似。

上梁结束后的中午，房主要宴

请施工队。过去要摆上好几大桌，

好烟好酒好菜，一起祝贺房子即将

完工。这里还有一个讲究，就是还

需要瓦工接着铺瓦，不好好招待，万

一他们不负责任或者故意使坏，房

子建好后遇到下雨就会漏水，修理

起来非常麻烦。现在房主为了省

事，一般只宴请建筑队的主角，其他

人发给一盒好烟或者一些现金，不

再一同吃饭。

如今，新盖瓦房的越来越少了，

各式各样的楼房占据了主要位置。

预制梁、现浇梁逐步取代了木梁，起

重机、吊车也把人们从上梁的危险

和繁重中解脱出来。但是上梁的那

些古老习俗并没有消失，仅仅是简

化了一些程序。

闻者足戒

□袁飒熊红山

小小建房专干
违规受到制裁

9月 6日 17时 25

分，是我第 5 次收到

10086的信息，也就是

中国移动发来的信息，信息内容是关于定购禹

州市夏都学校的家长互动业务。

摘自9月5日18时30分的信息内容：尊敬

的客户，您好！您将定购禹州夏都学校家校互

动业务3元/月，24小时内回复是确认定购，回复

其他内容和不回复则不定购。中国移动。

我生活在黄河北部，与禹州市夏都学校没

有任何关系，根本无必要定购这方面的互动业

务。既然客户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就不要强加

于人。然而，中国移动却利用自身便利，非常任

性地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不断地发信息干扰客

户的正常工作与生活，使广大客户怨声载道。

为此，我强烈呼吁，中国移动要真正树立尊重客

户、爱护客户，为客户着想的服务意识，从根本

上改进作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别再干这种

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事情了。

中国移动通信
请你别太任性

驾车忽然睡着
酿成一死两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