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法治为农民工撑腰， 无
疑是根治欠薪顽疾的优选。 既
要认真做好劳动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的衔接， 确保刑法打击
恶意欠薪犯罪行为威慑效果的
充分彰显； 又要切实增强农民
工法治观念， 引导农民工理性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旦刑法
对恶意欠薪犯罪行为的打击和
农民工依法维权形成良性循
环， 那么欠薪顽疾必然就会得
到有效治愈。

■长话短说

汪昌莲： 由于病情恶化，“抗
癌日记”女孩不幸去世。遵照她的
遗愿， 家人毅然决定公布剩余善
款，并转捐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让
爱心得以延续和升华。 可见，“抗
癌日记”女孩转捐余款，实为慈善
样本。只有这样，对爱心和慈善的
良性互动，才更有实际意义；只有
这样， 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慈
善“回流”的温暖力量；也只有这
样，每一次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均
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结局。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骗救命钱

□张智全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老太练摊还债映射不老的诚信精神

■每日观点

郭元鹏 ： 鉴于 “开车玩微
信” 已严重影响了交通的安全，
有必要像打击 “醉酒开车” 一样
严厉打击 “开车玩手机 ” 的行
为。 要从法律的高度制定新的标
准， 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 情节
严重的应该像打击 “醉酒开车”
一样， 实施终身禁驾处罚。 处理
“开车玩微信” 不能再有玩玩的
游戏心态了。 “开车玩微信” 导
致车祸， 不该只有忏悔眼泪， 还
要承担法律责任。

“开车玩微信”致车祸
不该只有忏悔眼泪

■世象漫说

今年87岁的陈金英， 住在丽
水的一栋老居民楼里。这个年纪，
早就应该是颐养天年了， 但她却
忙得不亦乐乎。退休后创业失败，
87岁老太练摊偿还百万债务，她
说，该我还的债一定要还，否则心
里不安。（12月4日《钱江晚报》）

据报道，34年前，退休的陈金
英开始创业办厂专做中老年款的
羽绒服 ，100多个员工 ， 销售额
1000多万元，年利润上百万元。作
为企业家的陈金英多次向社会捐
赠善款和财物共计100多万元。但
生活的转折总来得如此意外———
由于货物大量滞销， 工厂去年停

工停产， 虽然卖了厂房和市区的
两套房子，陈金英还欠了外债100
多万元，除了银行贷款，还有几十
万元民间借贷的利息。

老太太是退休后创业， 经营
不善导致滞销，有人劝她破产，这
样就可以避免债务， 可她还是坚
持卖货还款。 陈金英老太太练摊
还债的故事在丽水市的各个志愿
者群里传播着。 大家无不被老太
太的精神所感动， 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帮老人一把。随着更多热心
人的加入，入冬以来，陈金英每天
的销售额高达2万。“按照这个进
度下去，年前我就能把存货清仓，

刚好100多万元的欠债还掉，这样
我就踏实了。”

老太练摊还债映射不老的诚
信精神。 老太练摊还债这是一种
对诚信精神的坚守， 更是一种美
德和良知。 人们纷纷被老人诚信
精神所感动，伸出援手，这就是诚
信者永远不会吃亏、 好人有好报
的诠释， 同时人们从众人帮助老
太的行动中，看到了和谐社会“一
人有难大家帮”，“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良好社会风气的蔚然成风。
向坚守诚信的老太太致敬！ 向维
护诚信精神帮助老人的好人们致
敬点赞！ □丛莲

近日， 在河北三河燕郊陆道培血液医院就诊的
一些患者反映称， 上百名血液病患者和家属， 被
“同梦基金会” 以 “慈善配捐” 名义， 骗走近千万
元救命钱。 记者从三河市公安局了解到， 三河市警
方已对 “同梦基金会” 负责人刘某以涉嫌诈骗进行
立案侦查， 12月2日， 刘某被公安部门上网追逃，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2月4日新华网)

□陶小莫

北京开展全市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是那些 “三合一” “多合
一” 场所、 工业大院、 散乱污
企业和违法建设。 几天下来，
发现问题不少。 那么， 这个范
围之外是否也有隐患呢？ 工人
日报记者日前关于北京部分民
宅改作商用的调查报道， 揭开
了某些角落的 “秘密”。

其实， 即便没有报道， 北
京的许多居民也知道， 自己所
在的社区 ， 甚至自家所住楼
内、 邻居， 有些房子已被改作
商用， 美容美发、 汗蒸瑜伽、
培训辅导、 货物存储……这些
“买卖” 如果只是为了 “节省”
临街商铺昂贵的租金和商用水
电、 燃气等费用， 或者由于证
照不全， 躲避有关部门的审查
和监管， 或许还不至于威胁人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问题是，
证照不全就涉嫌非法经营， 就
可能藏污纳垢； 作仓储、 搞经
营， 特别是涉及水电、 燃气、
化学用品， 更难免存在各种不
可预测的安全隐患， 一旦发生
事故， 在居民密集的处所必然
造成灾难性后果， 想想都令人
不寒而栗。 退一万步说， 即使
没有安全隐患， 民宅商用占用
社区公共资源、 设施， 打乱民
居生活秩序， 干扰居民正常生
活， 仅此一点， 就该在清查、
整顿之列。

法治社会 ， 应该依法办
事。 根据 《物权法》 的相关规
定，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
用房的 ， 除遵守相 关 法 律 、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 还应
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那些将 民 宅 改 作 商 用 的 业
主 ， 虽然拥有房屋产权 ， 也
不能无视法律规定， 不尊重邻
居权益。 事实上， 如果严格依
照 《物权法 》 办事 ， “住改
商” 的做法在邻居那里十有八
九是通不过的。

民宅商用问题多多， 不能
成为排查隐患的 “死角”。

□一刀 （资深媒体人）

民宅商用隐患多
也该管一管

“抗癌日记”女孩
“捐余款”实为慈善样本

根治农民工欠薪顽疾需要法治撑腰

近日， 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
题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北京
市政府举行仪式， 正式启动全国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集中宣传活
动， 并同步启动全国农民工工资
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工作。 人社部

副部长邱小平提出， 要定期公布
依法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典型
违法案件， 适时曝光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犯罪案件， 对欠薪违法犯
罪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12月4
日 《法制日报》）

农民工欠薪问题， 一直是令
人辛酸的话题。 尽管有关方面对
此一直不遗余力地予以治理， 但
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甚至在不
少地方还陷入了农民工 “年年干
活年年欠、 年年欠薪年年讨” 的
怪圈。 对此， 业内人士一针见血
地指出， 农民工欠薪顽疾久治不
愈的实质是法治底线未能得到切
实坚守， 笔者深以为然。

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障 ，法
律从来没有闲着，特别是“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 的设立和司法解
释的出台， 更是让农民工讨薪有
了刑法利剑。然而，“深山太濩落，

道路多险艰”，由于劳动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梗阻， 再加上
部分规定不明确， 一些涉嫌犯罪
的案件只能止步于行政处理，不
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打击
恶意欠薪犯罪的效果，而且让“恶
意欠薪入刑”难以落地，助长了一
些始作俑者的侥幸心理。 而与违
法成本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农
民工维权却要付出难以承受之重
的时间、精力、财力等高成本。如
此这般， 欠薪顽疾自然也就如同
割韭菜般恶性循环。

同时， 农民工法治观念的弱
化， 也加剧了欠薪顽疾的蔓延。
此前， 曾有调查显示， 农民工与
用工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高
达95％。 劳动合同的不签订， 除
了增加农民工维权的难度外， 还
直接催生了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
薪个案的多发， 在很多时候令农

民工陷入由依法讨薪走向违法讨
薪的被动局面， 造成谁也不愿意
看到的结果。

有鉴于此， 让法治为农民工
撑腰， 无疑是根治欠薪顽疾的优
选。 既要认真做好劳动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让 “恶意欠
薪入刑” 能够真正应声落地， 确
保刑法打击恶意欠薪犯罪行为威
慑效果的充分彰显； 又要切实增
强农民工法治观念， 引导农民工
充分运用法律武器， 理性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一旦刑法对恶意欠
薪犯罪行为的打击和农民工依法
维权形成良性循环， 那么欠薪顽
疾必然就会得到有效治愈。

还需指出的是， 秉承法治思
维， 坚持下好先手棋， 未雨绸缪
地构建起监管长效机制， 是彻底
根治农民工欠薪顽疾不可或缺的
重要手段。 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对

用工单位的企业信誉 、 经营状
况、 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 农民
工薪酬 “保证金” 的运转情况等
予以全方位监管， 采取有针对性
的措施， 防患于未然。 目前， 国
家发改委已会同央行、 人社部等
3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对严
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
忘录》， 明确了30条联合惩戒恶
意欠薪行为的措施。 这些极具针
对性的措施， 既是监管前置的重
要举措， 又是根治农民工欠薪顽
疾的有效 “药方”， 必须不折不
扣让其得到执行。

一言以蔽之， 根治农民工欠
薪顽疾，需要法治撑腰。只有法治
为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撑腰壮胆，
才能实现用法治为农民工权益保
驾护航的良法善治。 相关部门应
对此久久为功，须臾不得淡忘。

八项规定表情包是廉政教育的温柔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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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 中纪委推出16款
“八项规定” 表情包， 表情包一
经发布便引发热议。 对于为何选
在此时推出这款表情包， 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络中心监督执纪信息
处有关负责人3日晚透露， 12月4
日正值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 所
以选在这时推出这款表情包 。
“表情包的传播方式现场感与代
入感较强， 用户体验效果也好，
符合广大网友的需求。” （12月4
日 《新京报》）

严肃的八项规定以这种方式
呈现在眼前 ， 的确令人耳目一
新， 这种方式不仅体现出廉政教

育的与时俱进， 也展现出廉政教
育的亲和力， 可以视为是廉政教
育的温柔表情。

表情包是比较流行的网络语
言， 在网络上有着巨大的传播度
和影响力， 可以视为是一种新型
的网络交流方式， 将八项规定制
作成表情包， 不仅符合网络时代
的传播特点 ， 也方便传播和学
习， 可以让党员干部在寓教于乐
中接受到党风廉政教育。 这种温
和和灵活的宣传教育方式， 比以
往的干巴巴冷冰冰的条规式强调
和要求， 更加温和， 更加亲切 ，
也更加易于接受和遵守。

只是， 八项规定表情包虽然
给人轻松活泼的感觉， 但是八项
规定的执行却并不会放松， 党员
干部应该继续强化纪律意识和宗
旨意识，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提

升廉政素养， 提高警惕， 恪守纪
律，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打
造自身的廉政防火墙， 将八项规
定当做行为准则，当做廉政追求，
当做日常自觉。 □刘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