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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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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以" 告
法官欠薪!法院不立案# $为题!报
道了

&

月
'

日!

(

名来自封丘县的农
民工!身背漫画在郑州闹市讨薪!

称一个名叫% 肖政&的法官拖欠他
们血汗钱!他们不知上哪儿去告'

昨日下午
(

时许 ! 一名自称
是% 肖政 &法官的男子到河南商
报澄清 (% 房地产开发是我前妻

的事 ! 我只是从中协调有关事
宜' &

该男子介绍 ! 房地产开发是
其前妻张建荣所为! 共

)$$$

多平
方米'由于孩子的缘故!他与前妻
一直都有往来! 此次找人建房一
事!他只是从中协调有关事宜!至
于房屋盖了以后干什么用! 他不
得而知! 但建房之前前妻确实曾

找他商议'

就漫画所描绘的拒签合同一事!

他说!建房时!单克俭曾多次找他和
前妻要求包揽建房主体工程!当时的
确没签合同!他也在场!是他前妻与
单克俭协商后达成的口头协议(必须
按照图纸施工!

*+,

元每平方米!张建
荣只负责供主料' 待施工完毕后!工
钱一次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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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爷&驾到!面
前放着% 聚宝盆 &!却不是
送钱!而是讨钱'

昨日下午
-

时许!一男
子身穿红色财神戏服 !蹲
在郑州市紫荆山立交桥
下'他面前放着贴了% 聚宝
盆& 字样的黄色碗!% 聚宝
盆&内放着几张一角钱'

% 财神爷&身旁有十几
个人当% 保镖&!架子十足'

这一场面! 引来不少市民
围观'

% 财神爷&自称叫郭景
周 !

.%

岁 ! 商丘睢县人 '

-,,/

年
*-

月!他带着
*,,

多
农民工到平顶山一家学
校化学实验楼工地干活 !

现在四层主体已封顶 !可
承建方平顶山同丰建筑
公司以没拿到学校付给
他们的工程款为由 !拒绝
支付

*&,

多万元的农民工
工资 ' 他多次找到学校 )

建筑公司讨要说法无果 !

为了发工资 !郭景周预先
垫付十几万'

昨日下午! 记者多次
和平顶山同丰建筑公司郑
姓经理联系! 但对方手机
一直无人接听'

% 财神爷 &说 !这么做
一是为了兑现当初的承
诺! 就是上街要饭也要付
给工人血汗钱! 二是希望
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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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

名年轻小伙在
雨中街头脱掉上衣! 胆大的脱得只剩下内裤!% 清
凉&讨薪'

昨日下午
.

时许!郑州北环与园田路附近!

.

名年
轻男子突然解开扣子!脱掉上衣!胆大的脱得只剩一
条内裤'之后!几人拿出准备好的% 广告&(% 我裸跑要
工钱' &

有人认为有些影响市容!但更多人表示理解(

% 连尊严都舍弃了!他们确实不容易' &

% 脱衣服!是逼不得已'

.

年前的六七千块钱的
工资还没要到手呢' &% 裸男&冯建国* 音+说'说罢!

四人朝目的地泰宏集团跑步前进'

据包工头冯增岑介绍!

-,,&

年
0

月
&

日!他们和
河南泰宏房屋营造有限公司裕中电厂项目部签订
协议!负责电厂燃油区配套项目' 按照规定!他带
领手下

*&

人施工! 工程期为
&&

天' 但是工程完毕
后!公司只支付了他们

10

万元左右!还剩下十几万
没有支付'

记者看到!这份协议上!只有甲方张永昌和乙方
冯增岑的签字!没有公章'

该公司农民工维权服务部工作人员宋锁山表
示!十几万的工程款早已发放给张永昌'至于为什么
冯增岑没有收到这笔款项!他们会尽快落实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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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郑州市北环立
交桥东侧环道! 一面包车从

0

米多高的桥
上冲出!一头栽进桥下绿化带' 幸运的是!

司机毫发无损!只说要谢谢一棵槐树'

司机朱先生说!他驾车沿北环路由东
向西驶上花园路北环立交桥时!一辆车突
然从左侧超车' 情急下!他向右猛打方向
盘!面包车撞破护栏冲了出去' 面包车左
前大灯破碎!前车保险扛脱落' 看到面包
车% 挂 &在树上 !司机说 (% 命大 !多亏了
它' &

对于这场事故! 大多数围观者表示!

如果北环立交桥上都装上新护栏!或许面
包车不会冲下桥'

交警表示! 面包车冲下桥那块护栏是
老式护栏!这种护栏由石墩与铁棍组成!而
且前几天还被一辆车撞过!估计有所损坏'

% 告法官欠薪&被督促立案
自称当事法官者称!参与房产开发的是其前妻

昨日下午!封丘县
法院纪委王姓工作人
员称!法院领导已经批
示对农民工单克俭等
人讨薪一事建议立案
庭立案'而当事法官肖
政称(他没参与房产开
发! 盖楼者是其前妻!

他只是从中协调有关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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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
一事!男子澄清道(% 不能说是
拖欠!工钱没给是因为质量有
问题!前期已给单克俭

&

万元!

况且当时口头协议是待施工
完毕后 !工钱一次结清 !但由
于在施工时出现了质量问题!

他们就甩手不干了' &他说!单
克俭在未通知房主的情况下
自行停工'

在农民工所背漫画中!有
一开发商手持天平和手铐说(

% 有本事你去告! 赢了给你
*,,

万元!输了给你
*,

万元!无论告
到哪里!最终还是我执行' &

% 我用人格担保! 根本没
说漫画中的话' &该男子称'

由于该男子没有任何证
件! 记者提出让其下楼拿驾驶
证!证明身份'但该男子下楼后
致电记者称! 有急事要赶回封
丘!% 有时间再联系&'

对此! 封丘县法院纪委王
姓工作人员称! 法院领导已经
批示对农民工单克俭等人讨薪
一事建议立案庭立案'

对于自称是% 肖政 &男子
的说法 !单克俭称 !当时进驻
工地干活钱!确是和肖政达成
的口头协议! 并不是其前妻'

% 工程施工方面都是肖政一个
人说了算!工程监理也不敢说
话!出现质量问题不是我们的
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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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爷&乞讨

救命的为啥是树
而不是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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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讨薪刚有眉目 那边讨薪又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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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
)

时许!丰产
路常寨门前北侧人行道上!六个木板凳围
成一个圆圈!中间放了两张草席'

离圆圈不远处的胡同内围了一群居
民!人群中间一名中年妇女哭成泪人'

常寨居民们说!女子姓马!一个小时
前!她聪明可爱的小儿子王林正和两个小
孩在人行道上玩游戏!一辆轿车驶上人行
道后从王林头部轧过!王林当场死亡'

% 儿子们吃完晚饭!我就下楼了!临走
时! 他俩还在屋里看电视! 怎么不到

(

分
钟!林儿就不行了' &说罢!马女士又哭了'

现场! 交警一大队来了两拨五名民
警!一拨人勘察现场并维护常寨门前的交
通秩序!另一拨将车辆暂扣!寻找更多的
目击证人'

% 我听到外面有人喊
**,

)

*1,

就冲出饭
店!看到一个小孩躺在一辆轿车后轮下' &

一名刘姓男子说!当时男司机看了孩子后!

脸色苍白!双腿都软了!一下子瘫坐在地'

随后! 这辆车牌号为豫
!!4/&)

的尼
桑车被交警一大队暂扣' 据记者了解!尼
桑司机姓李!

0)

岁! 事故发生时开的是单
位的车!正准备回在常寨的家'目前!事故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尼桑车从孩子头上碾过

才&岁的小生命啊
就这么没了如此创意 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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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掉了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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