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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郑州市监狱切实

把改造服刑人员工作放在第一

位!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真正

将服刑人员的刑期变为学期 !帮

助他们在服刑期间掌握一到两门

实用技能! 以适应新时期下就业

竞争形势和社会需求! 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为落实司法部的首要标准!郑

州市监狱加大了对服刑人员职业

技能的培训教育力度" 在组织和实

施对服刑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

的方法上!改变了以往单纯以监狱

生产为轴心#干啥学啥#随意性大

的现状! 坚持以思想改造为立足

点!以市场需求和服刑人员合理需

要为导向! 以实际操作能力为本

位!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考试!使服

刑人员获得就业通行证!增加就业

机会!降低重新犯罪率!提高社会

稳定因素"

近日!省育新职业技能鉴定所

对监狱参加装订#印刷#制版#计算

机等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的
!"#

名

服刑人员进行了国家职业技能等

级考试鉴定!鉴定由理论考试和实

际操作考试两部分组成!由省劳动

部门统一命题!由省育新职业技能

鉴定所的工作人员组成评委!对参

考的服刑人员进行公平# 公正#严

格的考核!省劳动厅和省监狱管理

局的有关领导对考试进行了巡查

和指导"

经考核鉴定合格的服刑人员!

将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颁发技能等

级资格证书!获证服刑人员释放后将

以此作为走向社会参加就业竞争的

重要凭证!也为服刑人员刑释后就业

开拓了一条绿色通道!为减少重新犯

罪率#稳定社会治安大局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本报记者 李殿华

通讯员 程学军 侯允璐%

郑州市监狱加大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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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谢了"你们给俺送的可是救命钱啊# $$%

!

月

"#

日"接过新县检察院公诉科干警的
$%%%

元捐款"受害

幼女小芳的母亲彭成芝感激地说&

"

月
$&

日"正在玩耍的
!

岁女孩小芳被同村村民吕

某划破双脸颊"右拇指伸肌腱被割断裂& 在审查起诉时"

检察官发现吕某患有精神分裂症" 而小芳的家境也很贫

困"于是多方奔走"为小芳协调了
'%%%

元手术费用& 前不

久"听说小芳家没钱买水稻种子"该院公诉科
!

名干警又

主动捐款
$%%%

元钱&

胡传仁 刘伟 摄影报道

近年来! 与工伤赔偿有关的民事行政案件增幅较

大!确认劳动关系对工伤认定#工伤索赔十分重要" 国

家检察机关负责人提醒!打工者平时要注意收集#保存

相关工作证据!如工资单#工资条#打卡记录#社保记录

等! 这样即使没有正式签劳动合同也可能取得工伤赔

偿"

近年来!工伤赔偿问题已成为劳动争议的焦点!打

工者取证能力差!导致证据不足!工伤认定难!有的根

本就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有的拿不出工友

证言#工卡#工资证明等!难以证明自己与用工单位的

劳动关系!通过法律程序索赔往往十分困难"

国家检察机关负责人说&工人并不是没有正式签劳

动合同就无法取得工伤赔偿! 这需要掌握相关的证据"

负责人提醒! 由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实际地位不平等!

许多证据为用人单位所掌握!劳动者无从举证!一些关

键的目击证人又往往是用人单位职工!基于自身利益考

虑或迫于单位压力不愿作证!还有个别单位存在贿买证

人作伪证的情况" 因此!作为打工者!平时就要注意收

集#保存相关工作证据!如工资单#工资

条#工作时的打卡记录等" 此外!工作电

话通讯录#购买的社保记录等都是有力

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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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法院举行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考试

最近! 光山县人民法院以部门为单

位举行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闭卷考

试" 此次考试不仅使全院干警学习科学

发展观的理论知识得到强化! 也使其学

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

一步增强"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考试

为契机! 努力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蒋荟(

桐柏县检察院严查涉林涉矿渎职犯罪

今年以来! 桐柏县检察院践行科学发

展观!深入开展查办涉林涉矿渎职犯罪!积

极主动摸排案件线索! 立查涉林渎职犯罪

"

件
.

人!涉矿
!

件
!

人" 此举有力地维护

了该县资源开采秩序! 确保了淮河源头生

态屏障不受破坏" '杜福建 曹纪庚 乔梁(

郑州市上街区法院强化五种意识公正司法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不断强化服务大

局#公正高效#司法为民#清正廉洁和领导

监督的意识!增强了全体法官及工作人员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使命感!公正与效

率的责任感和增强司法能力#促进司法公

正的紧迫感" '苌晓洁 师桂项(

光山县法院对调研工作提出四项要求

最近! 光山县人民法院不断加强调研

工作! 着力解决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并对调研工作提出四项要求&一是要全

员参加!增强调研工作的自觉性"二是要精

心选题!增强调研工作的针对性"三是要拓

展思路!增强调研工作的创造性"四是要立

足实际!增强调研工作的有效性" '戴启坤(

新安县农信社实行首席服务官制度

近日! 新安县农村信用联社推出首

席服务官制度" 该农信社根据企业规模

和贷款额度大小! 分别由联社经营班子

成员#信贷部门经理#信用社主任担任首

席服务官! 同时明确首席服务官工作职

责!对信贷户实行差异化#一对一服务!

受到好评"

! !

'李新伟(

桐柏县检察院网上接待群众

近日! 桐柏县检察院建成了以便民

服务大厅为中枢#辐射全院党组成员#上

接上级检察院的网上接待群众视频系

统" 此系统开通后!信访群众不用登门来

访! 通过视频就可直接与控申人员或院

领导进行对话" '杜福建 周闻胜 马杰(

新密市农信联社组织职工体检

新密市农信联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管理理念! 非常注重和关心职工身体健康!

并于近日组织全体职工进行了一次健康体

检" 广大职工纷纷表示!将以健康的身体和

充沛的精力积极投入到工

作之中" '汪智敏(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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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一个诈骗团伙以'老中医看病消

灾(等名义!在东北三省#北京#天津等地流窜

作案!用并不高明的手段行骗!竟屡屡得逞!

共实施诈骗
899

多起!涉案金额
899

多万元"

黑龙江省大庆市八百垧公安分局日前打

掉了这一犯罪团伙"

#老中医$骗财

:99;

年
<

月
8

日
;

时许!大庆市红岗区

解放村居民李大妈正在街上行走!突然被一

名中年妇女叫住" 该妇女焦急地说要去找一

位老中医为女儿看病!问李大妈知道不知道

老中医住的地方" 李大妈非常同情!但她表

示没听说过这个老中医" 这时!又一名中年

妇女走过来! 第一个妇女连忙拉住她问!第

二个妇女说知道这个老中医的家!并称找他

治过病!老中医不仅能看病!还能消灾!她家

人的病和灾都是其帮助消除的" 两名妇女邀

约李大妈一起去!在两人的'盛情邀请(下李

大妈一同前往"

一路上! 两名妇女与李大妈拉家常!了

解李大妈家里的情况" 当三人来到某小区一

幢居民楼下时!碰到一个从单元门走出的中

年男子 " 第二个妇女一眼 '认出 (此人就是

'老中医 (的孙子 !连忙向其说明来意 !但这

人态度十分冷淡&'我爷爷年事已高!不看病

了" (妇女哀求中年男子向'老中医(求情!中

年男子很为难地说试试看!便上楼去了" 过

了一会儿!中年男子下楼称'老中医(答应给

她们看病消灾 !还说 '老中医 (经过掐算得

知 !寻医的中年妇女家里的事不严重 !但李

大妈的子女有'血光之灾(!而且说了一些李

大妈家里的基本情况" 李大妈吓坏了!忙问

怎样才能躲过灾难" 中年男子说要拿出家里

所有的钱做法事才能化解灾难 !并称 !法事

做完后钱会分文不动地归还给她!但消灾前

必须答应三个条件 !一要心诚 !二是不准送

礼致谢!三是不能和任何人包括家人说消灾

的事!否则就不灵验了"

李大妈连忙回家带上仅有的一万元现金

和价值
:999

多元的金银首饰找到 '老中医(的

'孙子(" 中年男子接过钱物后让李大妈在楼下

等着!称只要十多分钟就能帮她消灾!并叮嘱她

只能朝一个方向看" 李大妈顺从地面朝一个方

向一直站在原地等!等她回过神来!这几个人已

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打掉诈骗团伙

案件发生后!大庆市公安局高度重视"为

迅速侦破此案! 八百垧公安分局对现场周围

居民进行调查访问! 同时对受害人及其亲属

进行细致调查"

:99;

年
=

月
:

日!专案组在肇源县一个

个体旅店内将
=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次日!在

哈尔滨市抓获
:

名同案犯罪嫌疑人"

经审!犯罪嫌疑人朱丽娟#董亚杰#肖淑

玲#安浩#祝占雨#孙丽新#颜培林供认!

:99;

年
<

月
8

日#

>

日!在大庆市红岗区以'看病

消灾( 为手段诈骗作案
:

起)

:99?

年至
:99;

年间!在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北京市#

天津市等地流窜作案
899

多起 ! 涉案金额

899

多万元"

目前!

@

名犯罪嫌疑人都已被刑事拘留!

其他涉案人员正在追捕中"

不高明的诈骗手段

一段时间以来!此类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给群众造成损失"

受害人李某是大庆市人! 被该团伙骗走

上万元" '他们说我儿子有血光之灾!我害怕

了!赶快回家拿钱!当时没想那么多" (李某

说"张大爷受该团伙欺骗!去银行取
89

万元!

银行怀疑有问题!让其家人一起来取"张大爷

生气了!乘坐出租车去了另外一家银行!把钱

取出来交给骗子! 等张大爷醒悟过来为时已

晚"

据八百垧公安分局局长马新科介绍!这

类案件的犯罪团伙成员往往分工合作! 一般

团伙成员
<

至
@

名!人少了不行!人多了钱就

分得少" 团伙之间有联系!人手不够时!还会

到其他团伙去'借人("

八百垧公安分局副局长刘玉虎说! 此类

案件一般采用如下作案手段&

***作案人多为中年妇女! 她们与单独

行走的中老年妇女以找神医看病#卖宝#收购

货物#问路寻人等理由进行攀谈!套取被害人

个人#家庭成员#收入#住址等信息"

***作案人多假装恰遇此事! 好心介绍

相关情况!利用受害人心地善良#贪图便宜等

心理!邀约其前往"

***作案人以神医的亲戚# 买宝人或供

货人等身份及时出现!以花言巧语哄骗#以封

建迷信恐吓或以钱财利诱被害人! 哄骗其拿

出钱财"

***作案人在攀谈中套取受害人个人和

家庭情况资料后! 采取隐蔽手段传递给下一

个作案同伙" 第三个作案分子会说出受害者

的相关情况! 骗取受害人信任! 使其落入圈

套"

***在实施诈骗过程中! 如果被害人发

现被骗! 该团伙甚至改骗为抢! 直接抢劫财

物" 诈骗成功后!该团伙将所乘轿车装扮成灵

车!上面放上白花!几个团伙成员披麻戴孝!

手捧骨灰盒!从容逃离作案城市"

刘玉虎说!此类案件其实不难识破!其伎

俩简单!社会各界要注意提高防范意识!相信

科学!不要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不要轻信陌生

人!不向陌生人流露家庭#经济等情况!对主

动搭讪的陌生人要有戒备心理" 在日常生活

中! 发现自己居住小区或其他场所有形迹可

疑的陌生人员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或保卫人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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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是商品! 偷电违法( 这种宣传标语随处可

见!可就有人不惜以身试法"

/

月
0)

日!夏邑县公安

局马头镇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称该镇楚庙村

杨柿园村民组成员杨长连长期盗用农电" 接到报案

后!马头镇派出所会同镇电管站有关人员连夜到杨

长连家进行实地查验" 经检查!杨长连家利用地埋

线私接电线!供家中电机#洗衣机#电冰箱#电磁炉

等电器用电" 民警依法将杨长连传唤至派出所进行

讯问!杨长连对其偷电一事供认不讳" 令办案民警

感到吃惊的是!杨长连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偷电已经

有十余年" 他对办案民警说&'我只知道偷了东西犯

法!没想到偷电一样违法" (由于杨长连偷电数额较

大!目前他已被夏邑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等待

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胡莉萍 魏朋建(

-./0123

456789:

/

月
!#

日!犯罪嫌疑人潘某#宋某抢劫一案被

镇平县公安局移送镇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犯罪嫌疑人潘某#宋某为还巨额赌债!于

!)).

年
1

月
21

日
21

时许预谋后窜至湖北省襄樊

市汽车站!以租车去邓州为名取得司机的信任" 当

车行至邓州市夏集东路口时! 二人采用胶带捆绑#

殴打等手段!将出租车司机陈某的神龙富康轿车抢

走" 同年
22

月
2*

日!潘某#宋某又伙同他人窜至内

乡县城!采用同样手段将出租车司机梁某骗至邓州

市境内!抢走桑塔纳出租车后结伙潜逃"

法网恢恢!镇平县公安局干警经过
<

年的艰辛

追捕!于
!))1

年
!

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目前!此

案正在审查起诉中!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李丰翠 郭云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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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盗窃分子引路的刘某被罗山县检察院

以涉嫌盗窃罪批准逮捕" 对法律知之甚少的刘某大

呼冤枉&'我只是带了一下路! 既没偷别人的东西!

更没有瓜分盗来的钱物!为什么抓我+ (

家住罗山县南大街的刘某于去年
*

月结识了

曾因盗窃而屡屡犯事的王某" 一次聚会上!王某询

问刘某哪个地方住的人最有钱! 以便下手后能有

'收获(" 刘某顺口说东大街有一片新盖的别墅区!

那里的人肯定有钱"

1

月
!*

日夜
!

点!刘某在王某

的要求下将其带到该小区!随即离开了现场" 后王

某独自翻入小区!撬开了其中一家的门锁!窃取现

金
.)))

余元#手机一部#项链一条!次日被警方抓

获!自认为无罪的刘某也随即落入了法网"

罗山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为盗窃分子指

引了作案的目标!制造了作案人的作案条件!属于

盗窃犯罪的预备犯!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予

以批捕" '周辉(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

我经常遇到一些败诉的当事人手

拿判决书牢骚满腹)法官同志"你

好好听听"明明我有理嘛"法院怎

么判他赢*初听其陈述"亦觉其所

言颇有道理"然而"追问细节"方

知他们虽有胜诉可能" 但因其对

待案件的态度有误" 以致输了官

司&粗略总结一下其原因"大致可

表现为+四不%&

不注重时效&根据我国,民法

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

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

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一年)'一( 身体受到伤害

要求赔偿的.'二( 出售质量不合

格商品未声明的.'三( 延付或者

拒付租金的.'四( 寄存财物被丢

失或者损毁的& /另外"法律还规

定了时效的中止0中断0延长等

情形&如果当事人不按照这些法

律规定及时起诉" 依前述规定"

就丧失了胜诉权"诉至法院也会

被驳回诉讼请求"当然打不赢官

司了&

不积极答辩&听谓答辩"通俗

地说" 就是针对原告的起诉进行

辩解" 这些辩解既包括程序方面

的"也包含实体方面的& 如程序方

面的管辖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后" 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

的" 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

出& /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项规

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

人民法院审理& /如果被告不在
$!

日的答辩期内答辩" 不管自然原

告在何地法院起诉" 该法院即具

有管辖权"并可继续审理.实体方

面" 如果被告不针对原告起诉的

+事实/进行答辩"同时原告的起诉

又有相应合理0合法的证据支持"

宣判时法院就会据原告的要求依

法作出判决" 被告输官司自然在

所难免了&

不按时出庭& +有理讲在法

庭/" 开庭审理是诉讼过程中的

最重要环节"也是决定能否胜诉

的关键环节& 庭审中"当事人可

以申请回避"原告可以向法庭提

供证据0陈述理由"请求法院支

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可针对原告

的起诉答辩提供证据0请求和解

等等"双方并可就对方的证据进

行质证& 但如果不出庭"依照我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

条之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

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

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

判决& /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被

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

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由此可

见"无论是哪方当事人"一旦不

出庭"十有八九是要输官司的&

不及时举证& 打官司就是打

证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

责任提供证据& /简单地说"就是

+谁主张谁举证/&同时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

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

据材料"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

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

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 /第四

十七条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

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只

有主观上0口头上的+理/"而没有

客观的0并及时提供给法院的0经

过质证的证据支持" 是无论如何

赢不了官司的&

上述+四不/"是笔者依据工

作实践总结的很常见的几种有

理输官司的现象"涉及到具体案

件"情况必然会千差万别"但目

的只有一个"即提醒广大群众认

真学法 0知法 0懂法 "并用好法

律" 切实保护

自身的合法权

益" 避免遭受

不 应 有 的 损

失&

编辑同志%

我的一位亲戚张某系某公司汽车

司机" 于
"%%(

年
"

月
$&

日
$(

时许酒

后驾驶无牌照小轿车行驶在某市街

道"车上载着朋友李某0王某& 超车时"

张某驾车将在机动车道上停留的郑某

及其子李某撞倒"致李某当场死亡"郑

某被带挂于车下& 此时"张某将车暂停

了一下& 李某0王某发现撞人后有人前

来追车"即对张某说)+有人追来了"快

跑& /张某在明知车底下有人的情况下

又驾车逃跑"将郑某拖拉
!%%

米远"致

其因颅底骨折0广泛性脑挫裂伤0胸腹

重度复合伤0急性创伤性休克而死亡&

请问"张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吗*

商丘读者&高军

高军读者%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你的亲戚张某违反交通运输法规!

酒后驾车!将李某当场撞死!已构成交通

肇事罪)其明知郑某被拖挂车下!为了逃

避法律制裁! 不顾郑某的死活! 驾车逃

逸!将郑某拖拉
/))

米!致其死亡!又构

成故意杀人罪! 应处以交通肇事罪和故

意杀人罪并罚"

从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主观

方面讲! 交通肇事罪是由过失构成!故

意杀人罪是由故意构成!包括直接故意

和间接故意" 本案中张某违反交通运输

管理法规!酒后驾车!将李某撞死!张某

对这一结果主观上是过失的心理!因此

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之后!张某明

知郑某被拖挂车下!为逃避制裁!仍不

顾他人死活!驾车逃逸!这时其主观心

理已发生变化!即由撞死李某时的过失

转化为对郑某造成危害结果的放任!结

果使郑某被拖拉
/))

米而死亡!张某对

这一死亡结果是持放任心理!也就是一

种间接故意!因此这一行为构成故意杀

人罪!应对其实行数罪并罚"

本案中如果被告人张某将郑某撞倒

但未拖挂车下而驾车逃逸! 造成郑某

死亡! 那么张某的行为仍只构成交通

肇事罪"

河南昊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叶亚飞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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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六月的一天夜

里!一场大雷雨将献县城西一位

村民击死"县令明晟勘查完现场

后!便让手下人把尸体装入棺材

里埋掉了" 父老乡亲们听说后!

都说这是桩冤案"

过了半个多月!就在这个热

门话题渐渐降温的时候!明县令

却忽然抓来了一个人"明县令俯

视着堂上跪着的那个人!笑呵呵

地问道&'你知道本府找你来干

什么吗+ (

那人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地

摇着道&'不知道, 不知道, (

明县令又问&'你前几天买

火药干什么用+ (

那人胸有成竹地说 & '打

鸟, (

明县令瞅了他一眼! 冷笑

道&'用枪打鸟就算打上一天!最

多也不过用一两多点!你买三十

多斤火药干啥+ (

那人像背好了台词儿似的歪

着脑袋对答&'准备用许多天" (

明县令听罢哈哈大笑!不紧

不慢地问&'你买火药不到一个

月! 我替你计算一下所用的火

药!最多不过两三斤"请问!其余

的都放在什么地方啊+ (那人听

罢登时语塞"

经过审讯!那人坦白了因奸

情而谋杀的罪行!终于和奸妇一

起伏法了" 事后!明县令手下的

一个捕快请教他怎么知道凶手

是那个人"

县令说&'没有几十斤火药

便不能伪装成雷击!制火药必定

用硫磺" 如今正是盛夏!不是年

节放爆竹之时!没有几个人买硫

磺"我暗中派人到市上去打听哪

一家卖的硫磺最多!都说是某某

匠人卖得最多"又暗中查某某匠

人把火药卖给了什么人!说是某

某人!因此知道就是他了" (

捕快又问!你怎么知道打雷

是假的+

县令说&'雷击人! 从上而

下!地不裂"雷有时毁屋!也是自

上而下" 本案中苫草#屋梁都飞

了起来! 土炕的炕面也揭了起

来! 可知火是从下面起来的!因

而可断定现场是伪装的"走访村

里的人!知道死者的妻子生活作

风极为不好" 但那时!死者的妻

子已先回了娘家! 没有作案时

间!也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她与

此案有关!即使是审问她难度也

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先抓到她的

同案犯!然后才能审讯那女人"(

'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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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的一个下午!一名满身酒气的青年跌跌撞撞地到原

阳县路寨乡派出所报案!称他的手铐被人偷走了"

经调查!该青年姓赵!是路寨乡殷寨村人!去年在西安打工时花

钱购买了一副手铐"今年
/

月!返乡的他像往常一样拿出自己的宝贝

向身边的人炫耀!不料当晚就被同村几个小青年顺手牵羊拿去玩耍"

小赵好生烦恼!到派出所报了案!要求警察帮其追回手铐"

殊不知!小赵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的有关规定!派出所工作人员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规

定!并收缴了手铐" 包岩峰
3

文 阮舰
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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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购置手铐被拘留

! ! ! !

如今!在原阳县齐街派出所辖区!再也见不到办

丧事雇用两班乐队表演脱衣舞的陋习了! 家长也不

用为青少年受到不文明的影响而担心了! 当事人也

不必为办丧事而铺张浪费了" 该辖区社会风气的好

转! 得益于齐街派出所所长许新的一次自掏腰包付

礼"

!451

年
.

月
21

日!许新接到群众举报!说辖区

沙岗村民和某为妻子办丧事! 准备雇用两班乐队进

行脱衣舞表演!他立刻赶到当事人家中进行劝解!终

于打消了和某的这一念头" 许所长当场拿出
2))

元

钱!以感谢和某对公安工作的大力支持"

借此良机!在有红白理事参加的村干部会议上!

许新对大办丧事的浪费之风和不文明行为的危害做

了讲述!并与各村委主任签订了协议书!杜绝了这一

陈规陋习" $李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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