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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助我”受益无穷

□何俊

10 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
我从县司法局调到了县人民法院 。
初来乍到， 当我抱怨自己作为分管
办公室的院领导， 法律知识及管理
水平却 “麻布袋锈花底子差 ”时 ，副
院长老蹇送给我几期 《法制周报》。
当晚，我用心读报时惊奇地发现，里
面发表的文章是那么丰富多彩 ，叫
我百读不厌。 我领悟到：只有不断充
实自我，才能当好一名合格的“法院
人 ”， 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都
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制周报》是一个瑰奇微妙的
世界， 聚焦了与民众生产和生活密
切相关的法治知识：“关注”“特别报
道”“法院周刊”“服务”等，让人赏心
悦目，深受启迪。 一篇通讯、一个小
知识、一幅小图片，有的蕴含着丰富
的人生哲理， 有的在法律问题上指
点迷津 ，有的告诫 “公仆 ”执法守法
……之后，我就爱上了这份报纸，成
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周迷”。

通过不断学习和阅读， 我受益
匪浅： 不仅极大提高了我的法律知
识水平， 深化我对法律知识的思考

和悟性， 而且为我的工作积储了丰
盈的“活水”。我写的《安乡县法院 93
名干警走村入户法律支农》《忠诚的
方程》《小廖履新》《为你写诗，法警》
《走呀 ，冬天 》及 《故乡的小街 》等习
作先后发表在《法制周报》上。 我的
一些与工作和生活相关的文学作品
先后在 《人民日报 》《人民政协报 》
《中国纪检监察报》《散文选 刊》《人
民司法》《中国审判》等报刊上发表，
其中 200 余篇在 《光明日报》《法制
日报》《湖南日报》《人民文学》《中国
作家》等报刊全国征文中获奖，并被
收入及入选全国“七五”普法指定读
本。

当我当选为政协委员的时候 ，
当我加入湖南作家协会的时候 ，当
我的作品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的时候……我在百感交集中发出感
慨：感谢《法制周报》！ 是她，没有改
变我做人与作文的骨气；是她，没有
使我丢失掉一副 “发现的眼睛”；是
她， 没有让我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
往和工作事务中迷失方向……

《法制周报》， 就是我人生的路
标！

（作者单位：安乡县人民法院）

□屈国杰

前些年， 我和老乡一起到湘西
一处拆迁工地打工。 工地条件简陋，
更没有丰富的业余生活， 百无聊赖
的我无意间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堆
《法制周报》，这让我兴奋不已。 《法
制周报》内容很丰富，爱读书看报的
我如获至宝。 经常在劳累一天后，捧
起她看看上面的精品案例， 学一些
法律知识，内心感到很充实，同时也
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工友则不
以为然， 远离家乡的他们喜欢用打
扑克或者抽闷烟来打发时间。 转眼
到了年底， 盼望回家的我们遇到了
麻烦事， 工地以各种理由拖欠我们
的工资。 工友再也没有心情打扑克，
大伙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有的说
去堵门， 有的说以极端的方式引起
社会关注，还有的心灰意冷，说胳膊
扭不过大腿，这半年白干了……

我读过 《法制周报 》，知道他们
的办法都不可取， 有的明显就是违
法行为，弄不好工钱没有讨回来，人
就得进拘留所过大年。 我抖了抖手

里的 《法制周报 》，说从报纸上看过
类似的案例， 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向
劳动监察部门反映， 政府对农民工
的权益保护非常重视。 有那么多的
救济途径可走， 我们为什么要采取
非法的方式来讨薪呢？ 后来，工友们
采纳了我的意见， 大伙成功地要来
了血汗钱。 领到工钱的那一刻，我从内
心说了一声：《法制周报》，谢谢你！

农民工是纯朴和善良的 ， 讨薪
成功后，他们不仅对我刮目相看，还
要凑钱请我去饭店 “撮一顿 ”，我笑
着说不用了 ，对他们说 ，出门在外 ，
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要不
咱们凑钱订一份 《法制周报 》，大家
一起来学习阅读吧。此后，《法制周报》
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工友们称我为“秀
才”，让我干最轻的活，我则抽空在报纸
上圈圈点点，给工友们细心讲解，提醒
大伙防范电信诈骗、 远离非法集资等，
挣钱养家糊口不容易， 要捂紧自己的
“钱袋子”，避免上当受骗。

感谢 《法制周报 》，让我们携手
同行，相伴生活的每一天！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市睢阳
区长江路实中新苑物业公司）

《法制周报》，我人生的路标

《法制周报》就是咱农民工的维权帮手

8 月 22 日，秋高气爽，我收到了 8 月 20 日出版
的今年第 100 期《法制周报》。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
头版刊载的“我和《法制周报》的故事”有奖征文启事。
有感于《法制周报》多年来为我提供练笔的平台、给我
激扬文字的机会，我当即决定投稿参赛。

过去的 15 年，在我人生无助、迷茫、徘徊时，是《法制周报》伸出援手帮我渡过难关，
助我不计私怨创新局、助我奋力书写新答卷、助我维权护航新发展。

去年 5 月份的一个周末， 我接到家人
打来的紧急电话，让我马上赶往家中。邻居
张某 10 多年前非法占用我家宅基地，不久
前他再次修房时又占去我家一小块宅基
地。 母亲咽不下这口气， 让我回来讨个公
道。 说来也巧，在我回家当天，张某因与生
意合伙人李某发生经济纠纷，遭人报复，新
建的楼房门窗和家具被人全部砸烂。

虽然我对邻居的行为感到气愤， 但我
决定先把自家的事放一放，利用平时在《法
制周报》 中学到的法律知识和为人处世之
道处理纠纷。我的想法遭到了母亲反对，李
某对我进行威胁。 张某对我的义举也很不

理解。
随后，我千方百计做通了母亲的工作，

也取得了张某的信任，帮张某写了诉状，将
李某诉至法院。从立案到结案，我整整忙碌
了 10 多天。 最终，张某的损失全部得到赔
偿，李某受到了拘役的处罚。

张某对我帮他打赢官司非常感激 ，同
时也对自己以前的行为表示歉疚， 准备拆
房，把多占的宅基地还给我家。我把随身携
带的《法制周报》拿出来面对面地和张某开
展普法工作，张某当即自掏腰包，委托我为
他订一份《法制周报》，打算好好学法，做守
法公民。

2005 年 8 月 22 日，《法制周报》创刊，
亦是我进入公安部门工作的第一天。

记得我刚从事文秘工作时，“爬格子 ”
犹如“赶鸭子上架”，当时是《法制周报》激
励我自我加压不断历练， 让我在写作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投稿的《弱势群体维
权势在必行》《跳出“五种误区”依法赡养老
人》等文章先后在《法制周报》发表。

当时，由于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案件
高发期、执法高危期，身处一线的派出所孤
军作战很难奏效，加强社会治理刻不容缓。

我将此加以锤炼整理成文，向《法制周报》
投稿，建议银行、工商、税务、法院等行政管
理部门在节假日和晚上设立值班工作室，
及时处理群众求助。《法制周报》刊发后，引
起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
视，建立党委政府领导、公安主导、部门联
动的 “110”社会联动机制 ， 24 小时受理
群众的各种报警求助。 一改过去公安派出
所孤军作战的被动现状 ， 理顺了工作机
制， 整合了工作效能， 让派出所能集中精
力打击犯罪、服务人民。

助我不计私怨创新局

助我奋力书写新答卷

助我维权护航新发展

今年，《法制周报》曾刊发关于“常态化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
经济社会发展” 等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
署，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

7 月 28 日 10 时许， 我接到 “110”指
令，称辖区一工地农民工不让小车通行，要
求派出所出警。接到警情后，我与辅警驾驶
警车迅速赶赴事发现场。经查，系农民工砌
墙达不到用工单位标准， 用工单位责令民
工停止施工， 农民工要求施工单位给付工
资，双方就此引发纠纷，农民工阻拦用工单
位小车不予通行，双方矛盾一触即发。在现
场，我们通过对农民工论理说法，指出农民
工阻路的违法性， 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不法
行为， 同时引导他们走依法维权之路。 随
后，我们根据农民工提供的证言，深入调查

施工单位的用工情况。通过调查核实，确认
农民工砌墙质量达不到用工单位的要求，
用工单位要解除用工合同。但是，农民工在
工地上砌了墙、做了事是铁定的事实，用工
单位就得按劳付酬，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
发放。在事实和法律面前，用工单位同意将
农民工砌墙的工资一次性支付到位。

在互联网时代，我建议《法治周报》倾
力打造集“报、网、端、微”于一体门类齐全
的融媒体建设，畅通融合新发展渠道，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城
东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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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达

何俊(中）在乡间深入群众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