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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天，我

国遭遇了一场突如
其来的非典疫病灾
害。由于非典疫病
是一种新发现的传
染病，有较强的传染
性，又没有特别有效
的预防治疗办法，疫
情很快蔓延到我国大
部分省区市，广东、北
京等地的疫情尤为严
重，严重威胁了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面对这场严
峻考验，本报4月30
日03版以《抗击非典
法做后盾》，5月9日
07版以《抗击非典绝
无戏言》为题进行了
报道，参加了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

2003 年 10 月 24 日，温家宝走
访三峡库区腹地，重庆云阳县农
妇大胆反映了家里被拖欠工资款
的实话，温家宝亲自为她追回
2240 元被拖欠的工资款。11 月
22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切实解决
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
知》，“追薪行动”在全国大规模展
开。我省各地陆续开展针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专项检查和治

理。12 月，洛阳市作出决定：清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将实行责任追究
制和年终考核制，对监管不力的
政府部门和个人，将追究其行政
责任。本报 11月 6日 1版以《工资
再拖欠 政府有法办》、26日 1版以

《劳动监察 给俺讨回血汗钱》、26
日 3 版以《把恶意欠薪企业清出
市场》等为题，对“追薪行动”进行
了大规模的报道。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我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开始实施。如何为民办教育产业铺路架
桥，切实保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的
法律地位，保证投资人、办学者、教职员工及学
生的合法权益，需要相关的规范来保障。本报
12 月 3 日 03 版以《民办教育 渴望地方法规来
撑腰》为题，从现状、举措、困境等方面，分析了
我省民办教育地方立法的形势，为推动我省民
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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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入法责任重大
4 月 10 日，非典疫情在北京扩散，谣言和恐慌开始

弥漫之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透露一个重
要信息：“关于中国疫情的报告，我们已经把疫情的报告
以及疫情的处理问题，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各级地方政府具有法律责任来报告疫情。”也
就是从即日起，中国政府正式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

1989年9月1日施行的《传染病防治法》，按甲、乙、丙
三类分别列举了35种法定传染病（非典被定为乙类最严重
的一种），并对各级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的职责作出了规
定，在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责
任时，也对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权利责任进行了明确。

非典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使得政府可依据法律赋予
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调集一切力量防治非典，同时，也使
涉及非典的事情的性质陡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
最大的变化就是，此后，各地对一些违法违纪行为的打
击力度明显加大。

发非典财重罚商家
1 吨二氧化氯消毒液瞬间变为 6 吨！更为奇怪的

是，这种消毒液的“生产厂”竟是一家经营五金、化工产
品和玻璃仪器的民营企业。欲发非典财的辽宁省朝阳
市云兴商贸有限公司经理程云彪因制售假劣消毒液被
劳动教养一年。

4月29日下午，制售假消毒液的朝阳云兴商贸有限
公司经理程云彪迫于压力，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程云彪交代说，看到非典疫情未退而药价及消毒物品价
格上涨，自己觉得是一个发财良机，于是购得 2 吨二氧
化氯运回朝阳，并组织人员用自来水将1吨原液勾兑成
6吨300箱药液，没想到正准备销售时被执法人员查获。

抗非典不力官员被免职
因在抗击非典工作中组织领导不力，河南省西华县

西夏亭镇党委书记、镇长被停职检查，分管该镇非典防
治工作的一名副县长受到通报批评。

5月2日晚，西华县防治非典检查组来到该县西夏亭
镇检查时，发现该镇庄铺检查点值班人员离岗打扑克，检
查点形同虚设；镇党委书记金来山因家属患病，在向分管
该镇非典防治工作的副县长郭继红口头请假后回到县城，
不在工作岗位；镇长李士杰在岗但工作没有尽到职责。为
严肃防非纪律，西华县委决定，对西夏亭镇党委、政府防治
非典工作组织领导不力提出严肃批评，镇党委书记金来
山、镇长李士杰停职检查，分管该镇非典防治工作的副县
长郭继红负有领导责任，工作中越权批假，被通报批评。

新乡市中心医院院长孟庆恩因在防治非典工作中
部署不力，被免除职务。新乡市中心医院一名医生在北
京进修时出现发烧症状，在北京某医院接受治疗。4月21
日，该医生私自离开北京回到新乡，在新乡市中心医院输
液治疗，先后接触了20多名工作人员。4月23日，北京发
现该医生离开后打电话到新乡市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紧
急会同专家检查确诊该医生为非典病人，并将其送往新乡
市传染病医院救治，与其接触过的人员也被紧急隔离。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有多少个 10 年？我
不敢妄数流年，却牢牢记住了发生在 2003
年的一切，不仅仅因为人人谈之色变的非
典，更因为一件家事，一个关于成长与责任
的问题。

2003 年春，郑州虽已收到关于非典的
消息，可由于暂未发现感染者，大家依旧沉
浸在春的欢乐中。可是，踟蹰在街头的我
却在内心的纠结中不断挣扎。母亲因胆病
复发住进医院，需马上手术。自心底不停
生长的恐惧如黑暗的藤蔓牢牢地缠住我的
心，让我无法呼吸。我怕哪天一睁眼，母亲
的病床上只剩一张白床单。

没有了父亲，如果再没有了母亲，我该
如何活下去？虽然已经 20 多岁，参加工作
数年且已成家，但习惯了母亲呵护的我就
像母鸡羽翼下的小鸡仔一样，毫无担当。

如今，看到母亲痛苦地蜷着身子躺在病
床上，无措的我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

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有关非典的
流言开始在省城流传，人们有些紧张了，出
门戴上了口罩。

就在母亲手术的前一天，身为警察的我接
到了单位的通知：马上归队，整装待命。

面对亲情和使命，我躁动的心无法平

静。深夜，仰望西南的星空，我默默地问：
“爸爸，您看到我和妈妈了吗？”天上的星星
不停地眨着眼睛。那一刻，突然有一种温
暖而坚实的力量从我心中蓬勃升起。

我立即打电话请亲戚连夜赶来郑州照
顾母亲，之后向母亲说明情况。母亲一如
既往地支持我：“服从命令是警察的天职，
现在是关键时刻，你绝不能掉链子。”

送母亲进手术室时，我拉住母亲的手
问：“妈，您怕吗？”母亲说：“有你在，不怕。”
我伏在母亲耳边说：“有我在，妈不怕。”母
亲又叮嘱我：“等我一进手术室，你就回单
位，别耽误工作。”我使劲地点了点头。母
亲咧着苍白的嘴唇，欣慰地笑了……

母亲手术一结束，我立即返回单位，和
同事们一起，担负起保障非典时期社会治
安大局平稳的光荣使命。

难忘 2003。那一年，我学会了成长。
（作者单位：驻马店市公安局宣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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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敏

这一年 法治步履

这一年 我的法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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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我们置身法治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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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死刑
执行制度走向文明

3月5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宣布，
将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注射执行
死刑。我国死刑执行制度正向文明
化、人道化迈进，是法制建设逐步健
全和完善的具体体现。

●●●●●●●●●●●●●●●●●●●●●●●●●●●●●●●决战非典
催生全国应急公共卫生机制

4月，非典型肺炎蔓延全国，催生
全国应急公共卫生机制，两名瞒报疫
情的高官被免职，疫情通报增加公民
知情权。冒着生命危险与非典搏斗的
白衣天使，成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尊重民意
实施25年的高考提前一个月

5 月 8 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于 6 月 7 日至 10 日如期进
行。实施了 25 年的 7 月高考时间提
前了一个月，且不因非典而推迟，是
广泛调查民意作出的决定。

●●●●●●●●●●●●●●●●●●●●●●●●●●●●●●●孙志刚案
终结收容遣送制度

6 月 19 日，《城市生活无着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通过，孙志刚
案终结使用了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7月22日，民政
部出台相关细则，完善救助工作机制，
体现了司法文明的重大突破。

●●●●●●●●●●●●●●●●●●●●●●●●●●●●●●●《行政许可法》通过
有力促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8月28日，《行政许可法》通过，对
各级政府落实依法行政要求，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繁荣发展市
场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修改宪法
“人权”将首次写入宪法

10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修
改宪法的建议，涉及把“保护合法
的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特别是“人
权”也将首次写入宪法。

●●●●●●●●●●●●●●●●●●●●●●●●●●●●●●●基层直选
民主政治从基层开始完善

10月，我国近20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进行了社区居委会直选试点。
在深圳福田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独立
候选人直接参选击败正式候选人。全
国总工会起草了基层工会主席直选条
例。我国民主政治从基层开始完善。

●●●●●●●●●●●●●●●●●●●●●●●●●●●●●●●新《婚姻登记条例》
结婚自己作主，单位无权干预

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开
始实施，结婚无须单位介绍信无须婚
前体检，已达适婚年龄的在校大学生
也可登记结婚。生育第一胎无须生
育证自主决定生育时间，中国的人权
在一天天进步。

●●●●●●●●●●●●●●●●●●●●●●●●●●●●●●●《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
彰显“以人为本”、“与民方便”

10月 28日，《道路交通安全法》
通过，这部法律历经四次常委会审
议，最大特点为“以人为本”、“公平
与便民”。

●●●●●●●●●●●●●●●●●●●●●●●●●●●●●●●河南首次
将临时工钟点工纳入医保

11 月 19 日 河南省劳动保障厅
出台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的意见，首次将城镇灵
活就业人员，即非全日制工作的临
时工、钟点工等吸纳进医保范畴。

▲如今的李淑敏
成熟而自信

◀10年前的李淑
敏一脸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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