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
SHENGYINZHOUKAN

周刊
!

版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编辑 谢文英 校对 何 欣

电子信箱!

#$%&%&'!$"'()%

连载"四十四#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李红笛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爱情笔录

中
篇
小
说

杜
建
平

著

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从冰雪中心出来!天下起了

雪!他俩比赛用嘴接雪花!仰着

头看天空旋转!千万朵雪花向脸

上落下!雪越下越大!他俩拿雪

堆成团!追着扔""

#等会儿! 我还是忍不住打

断一下!$ 杨华说!#你他妈的确

定不是饿昏了!或想疯了!出现

的幻觉% 她是不是去找你了!和

你发生了这些浪漫的事%我怎么

听得像是言情小说& $

#我也怀疑啊& 在那个漫天

飞雪!一片洁白的世界里!就我

们两个人! 我也不相信这是现

实!它更像是梦境!如果是梦!我

绝不希望醒来& 我甚至想!要是

我俩一齐就在那天死去!该多幸

福啊!我问她!'你告诉我!这发

生的一切是不是真的% ($

)她怎么回答% $

柳芳雅只是咯咯咯地笑&两

个人拿雪球互相扔!朝天空和远

处大喊&

)告诉我! 这一切是不是真

的!是不是来了就不会走了%$程

自远问&

)明天跟我参加婚礼& $

)啊% 在这儿% $

)对啊!你发啥愣啊%我同学

的婚礼&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 $

)哦& $

第二天!柳芳雅一大早就带

上程自远到繁华商业区采购&一

连逛了商都大厦*北方明珠等好

几个商城! 虽然程自远一再嫌

贵!她还是为他买了一身豪华气

派的休闲西服套装和一双高档

皮鞋!果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

装! 人民币的威力巨大无比!他

经过这么一包装!整个人上了两

个档次& 衣服虽然很合身!样子

很漂亮!但一想到这不是花自己

钱买的!程自远还是感觉很不舒

服& 不过看着柳芳雅热情*快乐

的样子!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

说+)别光给我买了!关键是你自

己也得买才对& $

)我不要紧!关键是你才对&

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同学!人虽也

不错!可就是争强好胜!从大一

就开始和我比! 事事想比我强!

所以你千万别给我丢人&到时候

你别探肩!立直点& $

)嗯&$ 程自远想! 也许杨

华说得对! 女人婚前婚后不一

样! 她还没嫁给我! 就想掌控

我的思想& 女人是魔鬼! 她们

借着妖艳和柔弱! 一点点摄取

了男人的魂魄! 剥夺了他们的

自由意志& 老子说! 柔弱胜刚

强&

婚礼前! 两个妖艳的美女

一顿互相猛夸! 深情地追述过

去真挚的友谊! 狠狠地表达彼

此的思念之情! 甚至几乎要垂

下纯洁的滚烫的泪珠&

婚礼中! 司仪让新郎新娘

互换戒指 ! 问他们是否相爱 !

让他们一拜天地 ! 二拜高堂 !

夫妻对拜! 一齐点蜡烛! 注彩

沙! 倒香槟! 喝交杯酒! 撒糖!

新郎新娘回答司仪各种刁钻的

问题! 随后送入洞房! 一块儿

出来敬酒& 酒席散后! 送亲朋

好友时! 程自远想! 我们俩到

这一天是不是也这样& 他想起

曾一海结婚时 ! 他看到胸花 *

条幅以及拱门上的字! 想到他

俩成为新人主角& 他把这些想

法告诉柳芳雅! 柳芳雅和他十

指交叉紧紧相握& )咱俩啥时

候办事 %$ 他悄悄问 & )你说

吧&$ 她说&

新一年
!

月上旬 ! 他们回

到真山县 ! 火车到站是下午 &

这天阳光出奇的好! 坐在公交

车上! 从火车站驶出! 太阳透

过车窗! 暖暖地照在乘客身上&

在省城的一个月时间里! 县城

变得又破旧* 又矮小! 像一个

鄙夫! 从车窗向外望去! 田野

一片荒芜! 只有零零落落的树

挂着些稀疏的叶子! 一地枯草!

和田野中残立的没有割倒的庄

稼和光秃秃的大地& 再驶进真

山县城! 只见街旧楼低! 一副

灰头土脸的样子 & 汽车站口 !

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公交车辆

进进出出! 路口又有男女操着

县东* 县西* 县南和县北口音

一声接一声地拉客! 路边的小

摊上冒着烤红薯* 煮玉米* 炒

板栗的烟和香味! 有摆摊算命

测字的! 有印字刻章的! 有挑

着箩头叫卖柿子* 黑枣的! 有

卖衣服鞋袜的,,乡下的人涌

进涌出! 真山县就像一个农民&

再往前走是新建的商业区!

大楼挺拔和崭新! 下面停满了

轿车* 电动车* 摩托车! 十字

路口总是堵得水泄不通! 权贵

人士* 中产阶级和时尚男女出

出进进! 提着各色大小包装袋!

还有电子广告屏播放广告 & 看

到这儿! 又觉着真山县是一个

商人&

再向前是正在改造的城中

心地带 ! 原来是农贸一条街 !

两边都是简陋的门店! 各种陆

地动物的腥味! 水中动物的腥

味! 烂菜味* 下水道味! 垃圾

味! 搅在一起! 地势高低不平!

房屋错落* 破旧& 有外地打工

的! 开门店做买卖还未发达的

人租住! 有小痞子* 小混混经

常出入其间&

广西：避免地方立法盲目跟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自治区立法条例的决定&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立法体制

的一项重大改革&广西壮族自治区
!"

个设区的市已经开始行使地方

立法权&立法主体增加后!统筹全区地方立法工作!推进设区的市依

法有序行使地方立法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修改后的立法条例对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

作用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作出了改进和完善& 依据该条

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通过提前介入设区的市立法规划*年度立法

计划的制定工作!对设区的市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项目的立法权

限和必要性等提出意见!统筹全区立法工作!避免设区的市因各种原

因确定一些不合适*不必要的立法项目!相互攀比*盲目跟风而忽视

本市实际需要和地域特色& "据*法制日报+#

陕西：健全征询立法意见机制
#

月
!$

日召开的陕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

次主任会议透

露!该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进一

步探索由该省人大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

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规草案和委托第三方起

草法规草案&注意从代表议案中选择立法项目!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省人大代表分专业有重点参与立法工作&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

布法规草案等形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注重公众意见采纳

情况的反馈&完善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立法中涉

及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做到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维护法制统一&

此外!该省人大常委会今年还将探索激励考评机制!研究探索代

表履职激励*约束和退出机制!完善代表履职登记建档制度&推动开

展陕西省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工作! 加大代表监督

力度& ,据*陕西日报+#

黑龙江：养老服务人才奇缺
在

#&'(

年黑龙江省两会上!该省省长陆昊将)加强养老产业人

才培养$作为倡导借助本省资源!推进候鸟式养老*养生度假*健康养

老等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头牌$&

)我省养老人才出现约
#$

万人的缺口-$ 一组调研数据火烧眉

毛!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首次列入)黑龙江省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据

预测!到
#&#&

年!该省
(&

岁以上老人将达到
)($

万人!老龄化水平

将达
*+,

&此外!该省失能*半失能老人为
+-

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

*$.",

!还有
*$

万名以上的老人处于独居状态&

两会上! 黑龙江省政协委员栾莹关于加强养老护理机构及队伍

建设的建议引起共鸣&她认为!目前很多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都缺乏

专业护理知识!建议成人教育*职业院校*本科院校开设老年护理*养

生保健等专业!借以加强专业护理人才和队伍培养建设&事实上!哈

尔滨市一些大学*技校近年来陆续开设了养老护理专业课程!但招生

情况并不理想&该省广播电视大学负责招生的教师表示!去年该校设

置了养老护理专业!)但是当时报名者只有两个人! 来咨询的也多是

中年人!几乎没有年轻人$& ,据*中国教育报+#

广州：推广二维码门牌号
)在应用二维码门牌号码方面!广州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在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 广州市政协委

员*致公党广州市委专职副主委岳朝阳提出!加快推广二维码门牌号

码!推动广州城市管理平安有序&

岳朝阳表示!传统门牌号码管理与使用受到严峻挑战!一些门牌

号码因为拆迁已经消失! 有些地方则因为扩建导致门牌号码不够使

用出现缺号!还有一些门牌号码随意选号*挑号!一些因各种原因非

常隐蔽难以寻找!一些门牌号码规格大小*材质*安装杂乱无章!此外

还有新老门牌同时使用*难以分辨等&二维码的出现与智能手机的广

泛使用为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 推广二维码门牌号码正当

其时& ,据*人民政协报+#

安徽：有话想说网上畅言
打开安徽省政府网站!一个名为)我对两会说句话$的小窗口不

断游动&有什么话想对安徽省两会说%输入)网上昵称$)电话$和)内

容$!点击)提交$就可以了!方便快捷&

#

月
*"

日起!安徽省政府网站*安徽省政府发布微博微信同步

开展)我对两会说句话$调查征集活动!通过互联网!广泛征集公众意

见建议和对
#&*(

年政府工作的期盼&

网友)我知道你爱我$表示!农村现在的治安问题令人担忧!

#&*(

年希望政府能在安全领域给予农村更多关注&网友)阜阳徽商$希望

加大对回乡创业人员的贷款扶持!简化资金审批手续让创业更快捷&

据了解!对这些收集上来的)微言微语$!该省有关部门将用大数据技

术分析!了解到广大网民最关心最想看到的
#&*(

年政府工作报告内

容*关键词!并将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建言汇集成专报!作为决策参

考& ,据中安在线#

监督新常态筑起“安全墙”
!

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牧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秦英林

"

代表点评!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探微

3500多条审议意见如何一天办结

!

本报记者 谢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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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看上去并无关联

的数字! 却见证着一次听民意*集

民智*得民心的立法过程&

#&*$

年
-

月
$

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 &审议 .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

案"/ 是此次人代会上的一项重

要议程0 此前在
#&*"

年
%

月和

*#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先后对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行过两次

审议 & 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以

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

第一部法律案&

#+&)

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

此次人代会&按照大会日程安排!

各代表团在
-

月
*&

日同时审议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并提出修改

意见&

-

月
**

日上午!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

案! 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

认真研究后!提出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和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修改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2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

稿3

-

月
**

日下午和
*#

日上午!

上述审议结果报告及决定草案建

议表决稿! 经主席团常务主席第

一次会议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后!印发各代表团审议&

在人代会上审议法律案!最

大的难点是 !时间紧 !代表人数

多! 提出的修改意见数量大&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统计!此

次人代会期间! 有
*&**

名代表

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修改

意见!总计
-$&&

多条&

能否在法律文本中充分吸

纳人大代表的意见!真真正正地

体现民主!是人大代表和社会公

众最关切的&

据了解! 为做好这次人代会

法案审议工作!大会秘书处以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主体!设立法

案组!由
*#)

人组成&法案组下设

综合组*联络组*秘书组*后勤组&

法案组组长由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

担任!副组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担任&根据

法案组组长* 副组长的部署!综

合组从
#&*"

年
*#

月就开始具

体谋划!熟悉流程 !创新大会法

案组的工作模式!并在当月召开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演练$&

首先要把代表的修改意见

)原汁原味$ 地收集起来&)

*&

号

上午
*&

点左右!分别派驻
-$

个

代表团的
$+

名联络员开始陆续

向综合组传送人大代表审议意

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

家法室处长李菊介绍!这是法案

组第一次采用专网传输渠道反

馈代表团审议意见 & 专网的使

用! 提升了意见传达的准确性!

更提升了综合组收集* 整理*归

纳意见的效率!为研究代表审议

意见反映的重要问题 * 提出对

策!争取到了更多宝贵的时间&

因为要在
-

月
**

日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审议立法法修正

案草案之前!完成对代表提出的

修改意见进行归纳汇总!满打满

算不到
#"

小时&

)从
-

月
*&

日到
**

日凌晨

"

点!连轴转!像打仗一样&$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

任武增经历了全过程&

武增说!通过对代表审议意

见的分析和研究!按照同类项合

并归纳后!

-$&&

多条代表修改意

见合并为
"(&

条&

根据这些意见!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作出修改&仅实质性修改就有
#)

处!文字性修改多达
(-

处&

-

月
*#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

议!乔晓阳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称!修正案草案第三条中

规定)税种的开征 *停征和税收

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由法

律规定& 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建

议将这一项的表述修改为 +)税

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

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

法律规定&

)税率法定$ 重回立法法修

正案草案!迅速引起会场内外的

关注&)这是对代表意见的尊重!

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全国人大

法律委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周光权说&

全国人大代表王明雯在她

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 +)这是本

届全国人大推进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的生动体现&$

-

月
*$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修改1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2的决定/&

#&*(

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将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

案"/&如何吸收代表审议意见!体

现立法民主!公众充满期待&

河南内乡+向)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亮剑

大数据监督行政执法空当

!

本报通讯员 王永强

郑潘柯 冯建伟

每天一上班! 李昂首先要

登录 )两法衔接信息平台$!浏

览各行政执法单位的执法信

息& 李昂是河南省内乡县检察

院的检察官! 他的主要任务就

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监督&

多年来! 行政机关为官不

正 *为官乱为 *为官不为现象 !

备受群众诟病&针对此!内乡县

检察院通过 )两法衔接信息平

台$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制度瓶颈倒逼-顶层设计.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上缺

乏强制手段! 案件办理干扰大!

我们的执法人员经常感到有心

无力!想为而不敢为&$内乡县食

药监局执法队队长李星说&

该县检察院检察长黄玉林

坦言!由于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

的传统监督存在视野狭窄*手段

乏力*职能发挥不全面等弊端!要

监管到位!必须进行顶层设计&

#&*"

年初! 内乡县检察院

研究出台了 .关于加强行政执

法监督和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

督的若干意见/! 对林业局*建

设局* 国土等行政执法机关进

行监督! 该意见共计
##

条!故

又被称为)行政监督
##

条$&

为使行政执法不离开监督

视线! 该院还制订了平台建设*

信息沟通*执法备案*联络对接

等一系列制度!构建起两法衔接

工作格局&

#&*$

年以来!该县共

设立两法衔接工作联络处
#(

个!召开联席会议
%

次&

)在监督中! 检察机关既可

4幕后5监督!又可4抱团(执法!实

现了4双赢(之效&$黄玉林感慨&

#&*$

年
"

月!一起案件信息

引起内乡县检察院案管中心马文

生的注意& 某村村民张某为种植

香菇非法采伐树木&林业稽查大队

对张某作行政处罚后!将案件移交

森林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以无法

计算采伐量为由未予立案&

)根据有关法律解释! 张某

制作锯末
#&

方的行为已经达到

立案标准&$ 马文生将这一信息

移交该院侦监部门&

经核查! 检察机关向森林

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

通知书&次日!森林公安依法对

张某立案侦查&

据统计!截至目前!内乡县

已有
$*

家行政执法机关与检

察机关实现联网! 组建行政执

法信息员队伍
%&

余人!基本实

现了行政执法监督的全覆盖&

目前! 该院已监督各行政

执法机关录入行政执法信息

*+&&

余条! 搭建了行政执法监

督信息)大数据库$&

保民生紧盯关键部位

)矿上机器一响 ! 灰尘漫

天!碎石乱飞!天天吃灰吸尘不

说! 呆在屋子里整天提心吊胆

的&$内乡县桃溪镇村民吴春发

现屋后有一家采矿点后! 多方

反映此事&

内乡县检察院得知此事!通

过调阅土地执法信息*执法卷宗

发现!国土部门对
+

起违法采矿

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有的

在缴纳了部分罚款后仍在偷偷

开矿&

#&*$

年
*&

月初! 该院发

出检察建议!要求国土局加大执

法力度!打击违法行为&国土局

随即采取没收违法采出的矿产

资源* 拆除机器设备等措施!彻

底对非法采矿点予以关停!制止

了违法采矿行为&

针对行政执法涉及领域

广*执法活动总量大的特点!该

院抓住民生主线 ! 以建设 *国

土*水利等
#&

余家重点行政执

法机关为关键点!强化监督&据

统计!

#&*$

年以来!该院共向行

政执法机关发出督促履行职责

建议
#-

件!行政执法机关共追

缴行政收费 * 罚款及滞纳金

"&&&

余万元6 共立查行政执法

人员贪污贿赂7 渎职犯罪案件

*&

人6对
"&

起案件建议强制执

行! 开展非诉执行活动监督
"%

件!发出检察建议
"%

件&

如何下好行政执行监督新

机制这盘棋% 内乡县行政执法

资源的重新配置! 倒逼办案人

员转变执法观念! 形成了巨大

的)聚合效应$&

)原来执法观念不强 !4法

制股 (一人兼数职 !形同虚设 &

现在! 我们对法制股进行重新

配置!招聘
-

名专职人员!负责

对案件的审核把关&$内乡县国

土局副局长黄橙红说&

目前!内乡县
$*

个行政执

法部门健全了专职机构! 并加

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培

养出一支专业化执法队伍&

)有了检察机关的4背后敲

打 (!再不认真履职 !就要面临

被以失职*渎职问责的风险&现

在! 我们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观

念强了! 百姓满意度提高了&$

内乡县环保局干部胡著瑞对检

察机关的监督由衷点赞&

该县工商局副局长江海潮

认为!有司法机关)撑腰$!行政

执法机关的调查难*抽样难*取

证难!甚至受到围攻谩骂*威胁

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依托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相衔接$ 信息平台% 统筹发挥督

促履职& 非诉执行监督& 监督移

送案件& 纠正违法行为& 查出职

务犯罪 % 预防教育保护等职能 %

建立了 '一体化行政执法监督工

作机制(% 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的

行政执法行为% 努力从源头上遏

制和减少行政违法行为发生 % 全

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内乡县检

察院走出了一盘活棋)

内乡县检察院对行政执法现

状深入调查研究% 向县委县政府

呈送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

工作的报告% 引起高度重视) 该县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

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 推动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工作的制度化,

常态化) 此举进一步加大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力度%

提高了行政执法人员素质% 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也为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规范执法&

严格执法筑起了 -安全墙()

内乡县检察院开展的行政执法监督% 破解了群众反映强烈的

为官不为问题% 影响和带动了干部队伍作风大转变) 据我了解%

如今该县很多干部能坚持依法办事% 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 最大

限度地保障民生民利%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检察官联合环保& 食品等行政执法部门%

深入河南牧原食品有限公司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