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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 旅客抱怨中心”

□倪黄村
春运期间，青岛火车站开设全国

首个“ 旅客抱怨中心”，值班人员会
24小时倾听旅客诉求，接受乘客抱
怨，成了名副其实的“ 出气筒”。

（ 据《 央广新闻》）
多年来，每逢春运，铁道部门总是

成了“ 众矢之的”。不过，这也不能怪
“ 打靶人”，而“ 铁老大”实在有着诸

多令人非常而经常不满意的地方。赶
乘火车，特别是春运“ 人山人海”，而
在买票和等车、乘车的过程中，这就难
免有些人“ 这也不顺，那也困难”；这
种情况下，乘客来到火车站，会不会宾
至如归，于点点滴滴之处，大家心知肚
明。而这个时候，青岛火车站开设全国
首个“ 旅客抱怨中心”，让乘客们“ 出
出气”，并能“ 提供针线”、“ 提供担
架、轮椅”、“ 提供非处方药品”，还可
以为特需乘客“ 提供送车服务”，且会
联系目的车站提供接站服务，如此等
等，“ 细微之处见精神”。

这种“ 旅客抱怨中心”的开设，
拉近了“ 铁老大” 与乘客之间的距
离，密切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
系。“ 春运大潮”成为世界一大壮观，
完美解决确实存在客观困难，但有些
低级错误却不该犯下，铁道部门也应
该倾听意见早作解决。

退一步说，有些问题，并非一个
基层火车站所能解决的，让乘客发发
火、出出气，有啥不可以？大家背着大
包小包，并腰揣钞票回家过年，谁也
不愿将“ 怨气”带回家，而人上车了，
将一个个“ 怨气”丢在火车站，这也
是青岛火车站的骄傲。

“ 实名举报”
须有法律兜底

□乔志峰
对近来屡立奇功的网络反腐，广

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评价说，网络
反腐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发动全
社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过他也
强调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他说，
网络反腐最好是实名举报，而且要有
事实依据，这样才方便检察机关和纪
委能有针对性地核实。

（ 据《 广州日报》）
能够认识到“ 网络反腐是一个

很好的手段”，说明这位官员思想是
开明的。不过，对于其“ 网络反腐最
好是实名举报”的说法，我觉得委实
有点“ 超前”了。

有媒体报道，很多举报人都会不
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
报复。其中，各类“ 隐性打击报复”举报
人的行为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
的“ 边缘死角”。这个问题不解决，“ 实
名举报” 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必然会令
很多人望而却步。事实也确实如
此———《 中国青年报》 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只有40.1%的受调查者觉得必
须检举腐败行为，有30.8%的人不这样
认为。受调查者中大约有36.4%的人说，
他们认为自己的检举揭发不会受到认
真对待，34.9%的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

许多事实都折射出现如今反腐倡
廉领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鼓励和提
倡“ 实名举报”，必须有法律为之兜
底。我国当前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
护举报人，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

《 举报法》或《 举报人权益保护法》也
一直没有出台。如果相关法律法规健
全了、执法机关和执法行为公平公正
了，“ 实名举报”方能不期而至。

春节将至，忙碌了一年的公车也
该在假日“ 休息休息”了。中央正以

“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
风、反浪费，加强对那些奔波在私用
路上的公车予以监督成为公众关注
的热点。

公车姓“ 公”，花费的又是公共
财政，理应专用于公共管理或公共
服务，除此之外的用途都应视为作
风或腐败问题。但就是这一再清楚
不过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解决，公
众对此深恶痛绝。

甘肃省白银市纪委近日下发通
知，春节期间封存公车，严禁公车私

用。为此举叫好的同时，更要意识
到，这只是在堵住公车私用上迈出
的一小步，也是第一步。

让奔波在私用路上的公车 停
下 来 ，单 靠“ 下 通 知 ”还 不 够 ；让
姓“ 公”的公车回归公众监督，并
对 公 众 的 监 督 行 为 加 以 鼓 励 、保
护，使公车私用者无处遁形，才是
治本之道。北京一名六年级小学
生提出“ 将公车牌照涂成红色、以
便监督”的建议，讲的也正是这个
道理。

要真正刹住公车私用之风，重
要的是领导干部们必须真正转变作

风。那些用公车为自己甚至家庭开
方便之门的“ 习惯” 必须摒弃；同
时，必须建立一整套监管和问责机
制，在一切公务用途之外彻底“ 封
存公车”。

遏制杜绝公车私用，不妨就从
热闹的春节做起。政府部门、领导干
部要将公众呼声作为改进工作的第
一信号，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将“ 八
项规定”“ 六项禁令”及中央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有关精神落到实处。
让我们共同关注：春节期间，还有哪
些公车奔波在私用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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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是互给的
》短评快

春节，看看哪些公车还奔波在私用的路上

□金海燕
在年终岁末，各地都有法院为农

民工讨回欠薪的新闻，更有一些地方
的法院，对恶意欠薪的用工单位负责
人，动以刑律加以惩处。这当然是体
现了各级政府和法院，强化对农民工
权益的保护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在
判决欠薪单位向农民工支付所欠劳
动报酬时，不能忘记欠薪单位还欠着
农民工另一笔钱———因为拖欠劳动
报酬而应当向劳动者加付的赔偿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八十五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
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
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
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
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从农民工讨薪的程序来看，凡是进
入法院审判程序的讨薪，都是经历
过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经过劳动
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支付”，过了

“ 限期”没有支付，才会进入法院的
法律程序。以《 工人日报》报道的辽
宁清源县一件案子为例，43名农民
工在2011年3月到工地劳动，工程完
工后，尚欠43位农民工总计16万余
元的工资款，农民工们多次索要，均
无结果。2012年3月，他们才不得不
将用工单位告上法庭，这个时间表
就足以证明，这次的欠薪判决，已经
经历了漫长的法定讨薪过程。

我们知道，拖欠农民工工资，不
仅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而且
农民工讨薪，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时间和经济负担。劳动合同法之所
以有“ 加付赔偿金”的规定，不仅是
为了给农民工一定的经济补偿，也
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不让农民
工因为讨薪而增加各种负担。我认
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拖欠
的工资被用工单位作为流动资金使
用，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让用工单
位从欠薪中捞到“ 油水”，必然助长
了用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积
极性”。因此，法律规定“ 加付赔偿
金”，也是使用工单位不敢欠薪的一
种有效手段。可惜的是，很多政府部
门在帮助农民工讨薪时，乃至法院
的判决时，似乎都忘记了法律还有

“ 加付赔偿金”的规定，忘记了欠薪
单位还欠着另外一笔钱。

除了恶意欠薪已经入刑法外，欠
薪毕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我们能
依法严格执行“ 加付赔偿金”的经济
手段，使欠薪者无法从欠薪得到经济
上的好处，反而落一个“ 偷鸡不着蚀把
米”的结果，肯定会比只用行政手段帮
助农民工讨薪，收到更好的效果。

□灵灵
不久前，在报上看到一则报道，

一位87岁的志愿助学的老奶奶将15
年的退休工资捐得一分不剩，她说，
给子女留财不如留德。这样的境界
令人感佩。同时我也注意到了一个
细节，无怨无悔的老奶奶最后说到
一个现象：有些受助者拿了钱就走，
连一声谢谢都不说。

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在网站
上看到贫困地区的助学活动，马上
从上海寄钱过去给十位考上大学的
学子助学。按照活动组织者的“ 游
戏规则”，受助学生是要与捐助者

保持联系的。几天前，这位朋友无意
中说起：这些受助学生虽然联系过
了，但不约而同的是，他们提供的联
系通道都是残缺不全的，要么没有
通讯地址，要么没有手机号，“ 疏
忽”得令人哭笑不得，还有随随便
便敷衍几句，有拒人千里的感觉。其
实我朋友寻求的不是这些学子的感
恩，而是希望知道学子们在什么时
候还需要什么帮助，他可以及时再
伸援手。

这些，确实让人费解。是受捐
助者的自尊不能忍受直面捐助者，
还是受捐助者的自强之心导致不

愿面对？或许可能还有其他不为人
知的原因。但我想说的是，不管贫
困还是富裕，有意还是无意，人和
人其实都在寻找理解和温暖。温暖
和理解是彼此互给的。在助学志愿
行动中，捐助者也需要温暖的碰
撞，而不是遇冷，有时一句谢谢是
莫大的慰藉，一封真实的信笺是巨
大的信任。这些，都携带着温暖和
理解。

捐助行动，绝不会含有一丝一
意的歧视，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情
贫困弱者也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
傲慢，恰恰是人的一种高尚品格，

这是普世公认的。贫困总有原因，
但贫困也不是永远无法改变，当告
别贫困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也
可以向需要帮助的他人伸出援助
之手。所以面对贫困，我们可以坦
然，面对捐助，我们不必焦虑。因
为经济的窘境，并不意味着情感的
贫乏，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互给，可
以让生活和心情有更多美丽。我们
唯独需要警惕的是压力下的双重
失去。

只要怀有一颗珍惜的心，我们
是永远可以给生活带来温暖和色
彩的。

》一吐为快

欠薪讨回了 别忘还有赔偿金

在不久前结束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政协委员李毅的“ 愤怒一举”将开建近3年的深圳湾南北观海栈桥工程
推到了舆论“ 聚光灯”下。

举着自己拍摄的照片，李毅大声质疑：“ 几千万元花了，就打了几根桩，当这是老百姓家搭鸡窝吗？”
按照2009年完成的工程招标方案，这座本来应该在2012年底完工，可供深圳市民欣赏海景、远眺香港的美丽

栈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几根孤零零伫立在海湾中的巨大桥桩。而这一切，据称都是“ 符合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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