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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之公正

今日
说事

公
正
守
底

对百姓不公的事
就得一追到底

马光仁（本报通讯员、济南长清
居民）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家附
近村的三位农民找我，说他们村
办起了一个村办电镀厂，由于污
染，他们园地里两眼水井里的水
发黄，种出的菜自己不敢吃，危
及村民健康。他们希望我呼吁一
下，要求上级环保部门关停电镀
厂，或是改进工艺减少污染。

村民苦苦哀求，我当时也忧
虑重重，一是这家村办厂子生意
红火，二是与该村支部书记都是
很好的朋友，怎么办？犹豫之下
我依然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发给
报社。见报后引起了当时县委的
高度重视，要求环保部门进行查
处。查处后，厂子停产没三天又偷
偷生产起来。于是我又一次进行了
追踪，直到村支书找我说，他们村
办个厂子不容易，让我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少操点闲心。我没有答应，
拿村民的命换钱显然不公，厂子最
后不得不停产，直到如今村民们见
了我依然在说感谢。对于不合理问
题，人们就得一追到底，多一分
执念，才能得到真正的公平。

索索赔赔一一年年未未果果,,他他老老了了十十几几岁岁
万般无奈只好拿着报纸求法庭书记员帮忙

许磊（日照市五莲县人民法院
研究室科员）

那个冬天特别冷，早晨刚
进办公室，同事告诉我有位大
爷等我很久了。只见一个老人
头发花白，棉袄有些地方已经
露出棉花，缓缓朝我走来。他不
说话，哆哆嗦嗦递给我一叠报
纸，用充满祈求的眼神望着我。
那是一年前的报纸，上面登着
我写的有关假离婚真逃债的内
容。原来是他，哪是老大爷呀，
他女儿才十几岁，他顶多四十
几岁，一年不见竟变成这样。

当时我还是法庭的书记
员，遇到一件交通事故案，受害
人是个13岁的小姑娘，上学路
上被一辆货车轧伤腿，因受伤
严重腿被截肢。肇事者一回去
马上与他妻子离婚，并把所有
财产全部转移给妻子。开庭时，
被告没到庭，小姑娘坐在轮椅
上默默流泪，她母亲在地上声
嘶力竭地哭喊，父亲则蹲在墙
角无声地抽烟。作为在场唯一
的女工作人员，我走上前给小
姑娘擦了擦眼泪，她抬起头来
看着我，那祈求的眼神让我终
生难忘。

主审这个案子的是一名老
庭长，实在看不过这个场面，马
上跟院长汇报案情，当天便带
上几个法警去查封被告的财
产，因为被告有两辆车和一家
店铺，完全有能力赔偿，作为记
录人，我也跟着去了。

在那个陌生的小县城，我
们好不容易找到被告的店铺和
住址，却是大门紧锁。我们几
个人饿着肚子等到下午也不
见人影，心里沮丧极了，正当
无功而返时，老庭长突然说，

“快跟上前面那辆车。”我们
睁大眼睛仔细一看，车牌号
正是被告登记所有的车。警
车拉响警报截住对方，被告
与他的妻子从车里抱着孩子
走了出来，很明显他们是假
离婚。在老庭长苦苦劝说下，
被告到庭，也终于与原告达成
赔偿协议。案子结了，我们松了
口气。过后我针对这一案例写

了几篇关于假离婚真逃债的报
道，因为案例很典型，先后被几
家报社刊登。

这位父亲拿着一年前的报
纸来找我干什么呢？过了好久
他才说，“闺女，这是你写的吧，
这报上都登了，法院也判了，为
什么就是不给钱呢？”原来，案
子结案后，因为被告离婚并
把财产转移给妻子，自己躲
了起来，法院一直没法执行，
受害人一分钱赔偿款也没拿
到。为了女儿，这一年来他不
停地奔波，人也苍老了许多。
看着他那双失望的眼睛，我
能说什么呢，他收集的报纸
是几家不同的报社发行的，
尽管我并没有写当事人的真
名，但还是被有心的他给发现。
这几份报纸比起法院的判决书
在效力上微不足道，他却当成
宝保存了起来。

他是那么的信任我，在索
要赔偿款未成的情况下，抱着
一丝希望，拿着报纸根据署名
找到了我。“闺女，你能不能给
问一下，到底咋回事，我闺女说
你是个好人……”他欲言又止，
颤颤巍巍把那几份报纸仔细装
入包内，慢慢走出办公室。

那位父亲走后，我心里一
直放不下，脑海里全是那个小
姑娘，便直接到执行局去问了
一下案情，嘱咐他们务必快点
找到被执行人，承办人听了后
很受感动，答应我一定全力帮
忙。

一个月后，我刚进办公室，
那位父亲又来了，难道事还没
解决吗？“闺女，拿到赔偿款了，
谢谢你，谢谢法院。”原来被执
行人厌倦了躲藏的生活，在执
行人员的耐心劝说下，终于交
付了赔偿款，小姑娘安了假肢，
这位父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他从包里拿出一包红枣和一张
画，“这是我闺女给你的。”怕我
不收，他塞到我手里，就急忙走
了。那张纸上画了长着一双翅
膀的一个小姑娘在跳舞，上面
写了一行字，“谢谢姐姐，我又
重新上学了。”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公正即公平正义，于国家而言这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于公民
而言则事关权利能否平等实现，打官司维护权利，发工资按劳分配，甚至连考大学严格
打分都涉及公正二字。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利益都会相互博弈，没有绝对的公平与公
正，但我们都在尝试无限逼近这种理想化的公平公正，让社会在法治公平与崇尚正义中
稳步向前。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
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
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
也因此，民主和富强、文明、和谐
一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居于最高层次。

民主看似“高大上”，实则与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到每
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小到住房维修金使用表决，民主
为社会构建政治秩序，也是民意
表达的主要方式。你理想中的民主
是怎样的？生活中会充分行使自己
的各类权利吗？是否因为民主改变
了周边的生活？欢迎来稿说说你的
经历、看法和你对民主的理解。

投稿方式：
1 .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投

稿,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加入“今日说事”QQ群,群

号:392120875
3 .发送到邮箱 :woxinwen@

126 .com
4 .下载壹点客户端,在情报站

发表看法

行使民主权利
改变你哪些生活

本报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包含12个词，共24个字，从国家、
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
取向和价值准则。如果您喜欢用漫
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欢迎拿
起笔给我们投稿，您的作品我们将
通过报纸和新媒体刊发。

漫画作品尽量结合山东特色
元素，可结合核心价值观中任意
一个主题进行创作。作品须为原
创。漫画作品形式不限，电脑绘制
和手绘均可，可采用单幅、多格、
组图等表现方式。此外，如果生活
中的其他事情让您有所感触，也
欢迎用漫画的形式投给我们。

对于非原创作品或其他原因
引起的法律纠纷，责任由投稿者
自行承担，与征稿方无关。投稿作
品一次性支付稿酬外不再支付其
他报酬。 (本报记者)

用你的漫画

为价值观注脚

刘超（德州市公安局民警）

入冬后辖区发生一起互
殴案，起因并不复杂，因孩子
横穿马路致使一辆摩托车刹
车不及摔倒，车上两人向孩子
说理之际，孩子的母亲奶奶先
后到场，与车主发生口角并相
互殴打。

伤情较轻且事实清楚，但
调解不果只能按情节轻重罚
款拘留。本以为此事告一段
落，但不久后，孩子母亲李女
士又来单位，要求向已被拘留
的车主索要高额赔偿。办案人
员相互对视，之前因赔偿未能

达成调解，如今又要公安机关
出面索赔，很有难度，事实也
证明，车主并不答应赔偿。当
告知李女士可以到法院提起
诉讼后，李女士又来吵闹，并
在论坛上刊播不实信息，大讲
执法不公。

有诉求就得解决，我也参
与到此事当中，但李女士却
说，上法院太麻烦，必须要让
公安机关解决，否则就投诉。
同事问我是否再叫车主过来
谈谈，否则被投诉会影响单位
的满意度。我没答应，毕竟多
次传唤，已经影响了对方的正
常生活。

作为一名民警，会遇见各
种各样的诉求，有合理的，自
然也会有不合理的。在公安机
关“创满意”的大形势下，为百
姓设身处地出主意是应该的，
但圆通而不献媚，坚守住法律
的底线，将一碗水端平更重
要，不因争吵者的喧哗而偏
向，不因沉默者的无言而倾
斜，才是公正的本意。

网友 21世纪万元户

众所周知，支教是一个
崇高而神圣的活动。在一定
意义上讲，支教是促进教学
交流、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
一种重要手段，但在个别地
区，支教已经演变成少数教
师单纯为个人的评先评优
以及职务、职称晋升而进行
的“被支教”。这样一来，支
教就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了

“功利化”色彩，变成了毫无
意义的形式主义。

与城市学校尤其是重
点学校教师的条件优越、

收入可观不同，普通乡村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与生活
条件可谓清贫艰苦，也有
着许多困惑和无奈，甚至
还很难得到社会的充分理
解与支持。城乡教育发展
不均衡，对农村学校和农
村孩子而言已经不公平，
如 果 再 让 孩 子 们“ 被 支
教”，农村教师该怎么想？
农村学生又怎么看？

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
于公正公平地让孩子们成
长，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却是，城区学校资源过多而
农村学校资源过少。

因此，要提高农村教育
质量，关键在于提高农村教
师的工资等各项待遇，吸引
城区优秀教师主动“回流”
农村，从而能够建立一支业
务精湛、师德高尚，结构和
数量相对稳定的农村教师
队伍。唯有如此，才能让农
村孩子享受到公正教育的
福祉！

并并非非诉诉求求实实现现
才才是是真真的的公公正正

因因评评优优““被被支支教教””
对对农农村村娃娃公公平平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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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拿着着
报报纸纸来来找找
我我 时时 ，，四四
十十多多岁岁的的
他他像像老老了了
十十几几岁岁。。

女女儿儿
被被 轧轧 伤伤 ，，
可可肇肇事事者者
却却马马上上离离
婚婚并并转转移移
了了财财产产。。

判判决决
一一年年拿拿不不
到到 赔赔 偿偿 ，，
他他只只好好搜搜
集集 报报 道道 ，，
来来法法院院找找
我我帮帮忙忙。。

事事情情
解解决决后后孩孩
子子送送我我张张
画画 ，，上上 面面
写写 着着““ 谢谢
谢谢 姐姐 姐姐 ，，
我我又又重重新新
上上学学了了。。””

漫漫画画 金金红红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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