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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为什么讨薪难的主角总是农民工

名嘴说事

嬉笑怒骂

小小偷偷太太嚣嚣张张

我来抛砖

@今日烟台：近日，开发区警方破获了系列摩
托车盗窃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一个二手摩托交
易QQ群结识，后通过这个群，根据买主需求私人
定制去盗窃。

我有话说

保护野生动物是全社会之责

漫漫画画：：李李艳艳梅梅

赵传勇（福山区）

每到年底，“讨薪难”总会
屡屡上演。一提到讨薪难，人们
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民工，因为
绝大部分的讨薪事件都与农民
工有关，本属于自己应得的劳
动报酬为何总被拖欠？挣的血
汗钱为何要通过极端方法才能
讨回？为何讨薪难的主角总是

农民工？
现实中大部分的农民工都

没有劳动合同傍身，而且法律
观念普遍不高，真要有什么经
济纠纷，在一切讲究法律和证
据的背景下很容易被动。加之
法律观念淡薄，看到别的地方
的讨薪方式极易效仿，所以导
致 各 种 极 端 讨 薪 版 本 频 繁 上
演。

和讨薪事件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还有一个词：开发商或建筑
商。他们当中的不少老是热衷拖
欠农民工工资，摆着明明有钱就

是不给而你又能耐我何的“任
性”姿态。的确，背井离乡的农民
工在财大气粗的开发商面前属
于弱势群体，但要知道在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欠别人的始终都要
还的。

有些有法律观念的农民工
总是被各种推辞挡在讨薪的门
外，但血汗钱又不能弃之不要，
所以那上演的极端讨薪事件有
很多都是被逼的。

近几年来恶意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事件大为减少，因为国家
重视了，政府关注了，并出台了

一系列的举措，取得了卓有成效
的成果。今年1月19日，李克强总
理还开会强调并部署了关于农
民工讨薪难的事情。

恶意拖欠事件减少但并不
等于绝迹，少数无良开发商依然
把农民工逼在讨薪路上，而且有
一点我觉得非常遗憾：讨薪难事
件上演许多年了，但依然没有成
立一个专门负责保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并帮助讨薪的权威部门。
如果成立了，那么农民工就不会
诉求无门，能要回来血汗钱，谁
还会走极端？

对于讨薪难我认为相关部
门不妨再加大些监管力度，重视
程度，农民工要学会拿起法律武
器，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同时力求把自己的合法
权益写进劳动合同。某些开发商
也要多些良知，将心比心，不能
一味地追求利益，要向精神上的
富翁看齐。

又到年底了，希望讨薪难不
再刺激着农民工的神经，让他们
把一年来的劳动成果带回家和
家人一块分享，来年为我们的城
市化建设再立新功！

@孙梓椋_Alone：最近小偷太猖狂！
临近过年了你缺钱我们就不缺吗？大学
生你也偷，刚买3个月的手机、钱包，就
连钥匙、耳机、口罩也全部顺走。

@河一戴小逸Wing：我一个星期丢
两部手机也是醉了。

@Melanse蜜雪：最近小偷太猖狂，
寝室妹子出去玩，被小偷偷手机，还好
及时发现。其他两个朋友在公交车上手
机被偷。

@周东阳mike：我认识的同学，五
个人一起坐公交，四个人被偷了。

@汐汐我的宝贝2010：我碰到的都
是入室盗窃，第一次住公寓被偷。后来
买了新房，搬进去不久进过两次小偷。

@闻人磅礴：小偷真是太可恨，有
手有脚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偷！

@嘿嘿天下V：我在家睡觉，醒来电
脑、手机就没了。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春节将至，
小偷横行，大家千万注意自己的个人财
物，小偷们现在是越来越猖獗了，虽然
我很体谅你们想赚钱过年的心情，但是
偷东西是不对的。

来源：新浪微博

淘宝小二写的那一封公开
信，虽然里边也摆了事实，也讲
了道理，但是里边也有一些主观
推断，也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引发了舆论场上的某种声势。工
商总局到目前为止的回应，我认
为回应得非常的及时，在当天就
做了回应，但是回应重点讲了原
则，对于某些细节的回应还有待
进一步地让大家感到更加的解
渴。

——— 杨禹（评论员）

北京市教委主任说，随迁人
员子女入学，仍要审五证。所谓
审五证，就是不让农民工子女入
学。宁可北京的学校招不满学生
空着，也不能让农民工的孩子上
学。孩子，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他
们的上学问题，远没有五证重
要？

——— 张鸣（历史学者）

新闻：在东莞两会分组讨论
会上，多位来自酒店行业的政协
委员大吐苦水，“现在东莞的酒店
生意特别萧条，不论是官员、老板
还是普通百姓都不来了，大家宁
愿绕道去深圳、珠海，也不敢在东
莞住店，即使提供常规娱乐项目，
官员也不敢参加”。（南方都市报）

点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呢？

新闻：1月24日凌晨，北京西
城区德胜门内大街93号院的一处
民宅因房主偷挖地下室发生坍
塌，导致路陷屋塌事故。经查，江
苏徐州市人大代表李宝俊2010年
购房，后私挖18米深地下室，导致
德胜门大街路面塌陷，民房坍塌，
15户居民转移。（北京晨报）

点评：给他个施工队就能自
己建地铁。

孙宝庆（芝罘区）

1月23日上午，在万华第一
生活区东边的小集市，远远望
到一群人在指指点点地议论
着。走近才知道，原来这些人围
着摆放着两只野兔和两只山鸡
的地摊在讨价还价。摆摊的是
位花甲老人，他向周围的人说，
以前他来过这里卖过野鸡野
兔，这次带来的是昨天刚捕到
的。有人问：“野兔多少钱一
斤？”“不论斤卖，论个卖，一只
6 0块。”接着他指着一只长尾
巴、满身长着五颜六色羽毛的

野鸡说：“这是只母鸡卖100块，
那只尾巴短的是只公鸡，卖80

块。”这是笔者偶然间在市场上
耳闻目睹的场景。

无独有偶，1月24日上午，
笔者在芝罘区黄务集市上，也
看到有位壮年汉子的地摊上摆
着只野兔，一只长尾巴全身色
彩斑斓羽毛的野鸡，还有两只
银灰色的野鸭。

看到这些遭到猎杀的野生
动物，笔者感到非常愤懑。社会
发展到现在，自然界中的野生
动物已大幅减少，不少动物濒
临灭绝。回想到上世纪五十年

代，芝罘边郊的林区中，每年夏
秋季节，当有人行走在山径上，
那野鸡的声声叫唤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一只只野鸡或跑或
飞的情形，时常映入眼帘，让人
赏心悦目乐在其中。光阴似箭，
倏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野
鸡这山跑那山叫，和居民“和平
相处”的和谐景象，已不复存在
了。

面对野生动物资源锐减
的状况，国家早已制定了保护
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严禁任
意捕杀野生动物，使野生动物
正常的生息繁衍得到保护。然

而，仍有人为个人私利所驱
使，罔顾国家法律，或上山捕
野鸡，或到河湖网野鸭，这种
违法行为破坏了自然界中动
物间的平衡，影响到人类社会
与自然界的和谐。因此，必须
予以制止。

针对捕杀野生动物的现
状，政府相关部门要强化执法
力度，加强对山林的巡查，深入
集市了解野生动物的流向，一
经发现有人出售野生动物，就
要一查到底，依法论处，决不姑
息迁就，迅速刹住捕杀野生动
物的歪风。

“广发银行杯”烟台市首届迎春乒羽锦
标赛将于2015年2月7日、8日在烟台海乐福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比赛由烟台市全民健身联合会主
办，烟台市乒乓球协会、烟台市羽毛球协会
协办，广发银行冠名，烟台海乐福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宾菲庄园、春秋企划公司承办。
●●比比赛赛分分为为：：
乒乓球比赛四个组单打：
1、18岁以下少年组单打(不分性别)
2、18岁至50岁男子组单打
3、50岁以上男子组单打
4、18岁至60岁女子组单打

每组取前六名：第一名获得价值1000元
奖品，第二名获得价值800元奖品，第三名获
得价值600元奖品，第四名获得价值400元奖
品，第五名获得价值300元奖品，第六名获得

价值200元奖品。
羽毛球比赛团体赛：

每个团体5人，可增加一名替补，比赛分
为男单、男双、混双，比赛运动员不可兼项，
并禁止代表两个或以上的退伍参加比赛。

比赛取前八名，第一名获得价值5000元
奖品，第二名获得价值4000元奖品，第三名
获得价值3000元奖品，第四名获得价值2000
元奖品，第五名获得价值1000元奖品，第六
名至第八名均获得价值500元奖品。

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全体参赛选手
每人将获得由宾菲庄园提供的价值138元西
班牙原瓶原庄进口特级初榨橄榄油一瓶，现
场饮用水由鲁府磁山矿泉水全程免费提供；
比赛用球：双鱼乒乓球、亚狮龙羽毛球均由
承办方统一提供，比赛用球拍和其他比赛用
品由队员自备。欢迎广大乒羽爱好者踊跃参
加，共享快乐比赛。

烟台海乐福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位于烟
台开发区金沙滩公园旁长白山路11号，占地
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设

有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场地、健身区、瑜伽
馆、1000平方米大型活动展厅，是一家集运
动、休闲、健身、体育培训为一体的多功能活
动中心。提供“大众价位，星级服务”的全民
健身场所，活动展厅拥有高清LED彩屏，水
晶舞台，顶级音响灯光系统，承接各种大型
比赛、运动会、年会、展会、文艺演出、学习培
训等。欢迎所有健身健康爱好者，企事业单
位莅临体验，共同迈上健康人生之路。

本次活动报名截止到2015年2月3日。报
名方式、比赛规则等详细情况请浏览官
方网站：www.hailefu.cn，
报 名 请 致 电 ：0 5 3 5 -
216955 5，2 1 6 9 7 7 7，或
加官方微信：ytha i lefu，
海 乐 福 全 民 健 身 Q Q
群 ：3 8 5 3 1 1 5 1 6 咨
询 报 名 。

““广广发发银银行行杯杯””烟烟台台市市首首届届迎迎春春乒乒羽羽锦锦标标赛赛
2月7日-2月8日隆重开赛(乒乓球取前六名、羽毛球取前八名)

22001155烟烟台台首首届届金金羊羊年年货货美美食食节节来来啦啦！！
年货上市，年味渐浓。
1月31日—2月9日，开发

区海乐福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综合展厅将举办2015烟台首
届金羊年货美食节！

买年货、品美食、看演出！
尽在2015烟台首届金羊年货
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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