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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新社北京一日消息： 「五一」
國際勞動節，中國總理溫家寶看望北京市環衛和
公交職工，向廣大勞動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清晨，北京路面上，環衛車所過之處，水跡
還沒有乾。溫家寶來到北京環衛集團位於奧林匹
克公園的清廢綜合區，慰問節日期間仍在工作的
環衛工人們。溫家寶仔細查看這些車輛，向工人
了解它們的性能，之後又來到調度室，調度長向
溫家寶介紹了他們工作的區域和概況。

今年 30 歲的劉毅長的敦厚老實，已經在環
衛系統工作 10 年了，他告訴溫家寶，自己開灑
水車，上夜班連準備帶出車每天要工作 10 來個
小時。溫家寶與這些環衛工人聊天，連嘆這些工
人 「確實不容易」。

溫家寶說，環衛工人不嫌髒、不怕累，而且
以此為榮，不容易。不像有些人挑剔工作，而是
父親幹一輩子，孩子還幹一輩子，丈夫幹，妻子
也幹。他們有個觀念，把幹這項工作作為光榮，
知道這項工作北京離不開、人民離不開。

被告知北京全市約有1億平方米的道路需要
按時清掃，環衛工人工作繁重時，溫家寶感慨地
說： 「北京市的市民不要忘記環衛工人。當走在

馬路上心情非常愉快的時候，心裡要想着還有很
多人為他服務。別人過節、度假、遊玩的時候，
我們在工作、在勞動，而且是最忙的時候，你們
應該得到尊重。祝大家節日好，道一聲你們辛苦
了！」

兌現與公交車司機約定
北京公交集團有近 11 萬名員工，運營車輛

2.8 萬輛，公交線路近千條，一年運送乘客超
過 48 億人次，在首都城市客運中發揮了主體
作用。

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溫家寶來到北京公交
集團下屬的西直門橋南公交場站，看望公交職工
，登上純電動汽車和雙源無軌電車，仔細了解新
能源汽車的性能和運行情況。

在職工學習室，去年5月3日曾去中南海參
加首都青年代表座談的北京337路公交車司機常
洪霞也在其中。常洪霞說，當時我們還有一個約
定，是我們公交人和溫總理的約定。溫家寶說，
就是你約我到公交來看，那我今天就是兌現來了
。溫家寶詳細詢問了她的收入、住房等情況，叮
囑她開車要注意安全。

溫家寶說： 「我們的目標還是發展公交。公
交的方便、舒適、準點、安全都比他私人駕駛自
己的車還要好，他就願意坐公交，到這個程度，
我們公交才能真正成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這

樣城市的交通才能得到改善，空氣質量也能得到
改善。」

據悉，去年的 「五一」節，溫家寶是到保障
性住房建設工地看望工人。

【本報記者柳海林鄭州一日電】在富士康進入河南之後
，此前曾在深圳富士康的河南農民工小張，返回河南老家，
在富士康河南工廠覓得了一份工作。

「在沿海打工，工資也就兩千多到三千元，但是沿海消
費高，實際收入和在河南打工沒什麼太大的差別。」小張說
，在家門口就業，回老家看孩子和老人方便，可以照顧到自
己的家庭。

中國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向來是農民工輸入大省。據
悉，富士康入駐河南之前，在大陸工廠的工人數量，河南農
民工佔到了五分之一。在 「民工荒」出現的這幾年，一些外
省企業老闆，在春節之後親自前來河南鄉村，招聘農民工。

富士康進入河南，所需的農民工數量高達幾十萬。當初
富士康內遷，選擇河南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這裡豐富的勞動
力資源。據悉，河南官方在引進富士康時曾允諾，將協助富
士康招募員工。

從富士康入駐河南以來，在河南省會鄭州的大街小巷，
為富士康招募員工的中介公司隨處可見。人才市場招聘會，
富士康招募員工的展板，佔據了絕大多數。記者發現，網上
也出現了專門為河南富士康招募員工的眾多網站。

中牟白沙鎮是富士康在河南的布點之一。據中牟縣委宣
傳部副部長衡文學向記者透露，在富士康駐紮白沙之後，當
地的農民不再外出打工了，他們這些普工可以在富士康獲得
大概兩千多元的月薪。據悉，白沙鎮的富士康工廠，就消化
了當地大約三萬名農民工。

「富士康的到來，還推動了其他領域的就業，現在當地
飯店招募服務員，沒有月薪 1500 元，根本招不來人。」衡
文學說。

富士康推動豫農民工返鄉潮

據《中國青年報》一日報道，2008 年 12 月，全
國第一個大學生採煤班在中國平煤神馬集團六礦成立
，沒有人知道這個冠着大學生名號的採煤班會做成什
麼樣。3年多過去了，人數始終保持在12人的採煤班
駕駛着全國第一套國產自動化綜採設備，取得了全國
同類條件礦井工效第一的成績，並始終保持着安全生
產事故為零的紀錄。2011 年，這個大學生採煤班被
授予 「全國工人先鋒號」稱號。

助改善礦工工作條件
2009 年，研究生董剛從西安科技大學畢業，他

的專業是工業自動化。全班 30 多個同學中，只有他
一個人選擇了煤礦。而在畢業時，中國重型機械研究
設計院曾向他伸出橄欖枝。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董剛放棄了設計院，選擇了
煤礦。

研究生畢業前，董剛的導師給他介紹了好幾個工
作，他堅持要去煤礦。 「我算是礦三代，礦工的工作
、生活我很熟悉，我想通過技術工作，幫助他們改善
工作條件。而且，當時國內首套國產自動化綜採設備
在六礦試運行，能駕駛這樣的設備，對我也有很大的
吸引力。」就這樣，董剛成了第一個研究生礦工。

「跟上一代礦工相比，現在礦工的工作條件已經
有了變化，自動化設備越來越多，大學生為什麼不能
利用好自己的專業，把挖煤的工作做得更好？」董剛
說。

安徽工業大學機械工程學院研究生畢業的王香瑞
在就業時也有不少選擇。 「學校希望我留校，但我覺
得讀了這麼多年書，應該換個環境。」王香瑞說。

跟其他大學生一樣，王香瑞一開始也想着到大城
市工作。在上海，王香瑞在一家設備公司謀得一份做
設計的工作。這份工作帶給王香瑞的成就感並不多。
半年以後，一則有關大學生採煤班的新聞吸引了王香
瑞。

「當時看到有研究生到這個採煤班下井工作，對
我影響挺大的。而且這個大學生採煤班駕駛着國內首
套國產自動化綜採設備，很吸引我。」王香瑞說，加
上中國平煤神馬集團離自己老家南陽也近，當時就有
些心動。

2010年7月，王香瑞下定決心，跳槽到了中國平

煤神馬集團六礦大學生採煤班，做起了礦工。父親得
知他居然要去做礦工，氣得當時就摔了電話。 「我家
是農村的，爸媽覺得好不容易研究生都讀出來了，應
該做個體面的工作，不能接受我去做礦工。」他說。

平均月薪六七千元
2007 年，中平能化集團與國內多家煤礦機械製

造企業聯手，在井下試用首套國產自動化綜採設備，
就是為了提高採煤行業的自動化程度，減少安全事故
隱患。而這套設備的運行則需要具備相當知識水平的
技術人員操作與維護。

大學生採煤班就是為了這套設備組建而成的。
2008 年12月，這套自動化綜採設備第一次試車成功
，綜採工作面實現了無人跟機作業。

中國平煤神馬集團提供的資料顯示，大學生採煤
班成立以來，大學生礦工先後完成了 「自動化設備的
安裝和調試」、 「自動化冷卻噴霧系統改造」、 「採

煤機紅外檢測系統改造」等 13 項技術攻關。這些技
術攻關不僅幫助設備生產廠商改進了生產，也使得設
備更好地運行，創造更多的價值。

到 2011 年 3 月，12 個人的大學生採煤班累計安
全採煤300多萬噸，相當於該礦同期273名工人的總
產量。

在大學生採煤班，12 個大學生礦工平均每月都
有六七千元的工資。

三年升任副總工程師
從 2008 年年底成立以來，大學生採煤班已經經

歷了三代的 「換血」。第一任班長謝紹偉如今已是六
礦主管生產的副總工程師，第二任班長董剛也成為了
隊長，王香瑞現為第三任班長。還有四五名大學生礦
工也獲提拔。

在中國平煤神馬集團，如今已經有了 50 多個大
學生班組，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願意來到煤礦一線工作。

【本報訊】與其他礦工不太一樣，中
國平煤神馬集團六礦一個採煤班組的12個
人中，有10個人都戴着眼鏡。和自己的同
齡人不太一樣，這12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
沒做白領，卻來到800米深的井下，做起
了 「黑領」 礦工。

【本報訊】新華社貴陽一日消息：連日降雨
導致貴州沿河透水煤礦現場救援進展緩慢，井下
排水面臨多重困難。據氣象部門預計，未來兩日
當地仍有雷陣雨或陣雨。目前，事故搶險救援指
揮部仍在採取積極措施，全力施救。

4月26日10時20分左右，位於貴州省沿河
土家族自治縣譙家鎮的新生煤礦發生透水事故，
事故發生時，共有 23 名礦工正在井下作業，12
名礦工成功升井。至5月1日，救援人員已發現
2名礦工遺體，仍有9名礦工被困井下，生死未
卜。

事故現場救援省派專家、貴州省能源局能源
節約與科技裝備處處長韓樹強說，目前救援面臨
着三方面困難：第一，當地為喀斯特地貌，井下
地質地形十分複雜，技術人員勘測難度較大，尚
不知礦井是否與地下水相連。第二，從 4 月 29
日起當地連降暴雨，地下水滲透快，4 月 30 日
17 時 30 分至 5 月 1 日 13 時 30 分，水位上漲了
3.08米，排水十分困難。第三，出事礦井巷道窄
、揚程高、坡度大，目前已安裝的兩組共四台水
泵，設計每小時排水量為 200 立方米，排水量
小。

貴州省安監局局長李尚寬說，搶險救援指揮
部正積極採取措施應對目前面臨的困難：一是現
場加裝第三組水泵，加大排水量；二是組織工作
人員到相鄰礦井勘查排水，以減輕新生煤礦的排
水負擔。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一日電】針對近期頻繁爆
發的醫患惡性事件，衛生部與公安部今日聯合下發通
告，嚴厲打擊侵害醫務人員、患者人身安全和擾亂醫
療機構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對於在醫療機構焚燒紙
錢、擺設靈堂、花圈、違規停屍、聚眾滋事；侮辱、
威脅、恐嚇、故意傷害醫務人員或者非法限制醫務人
員人身自由等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通告指出，醫療機構是履行救死扶傷責任、保障
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場所，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以任
何理由、手段擾亂醫療機構的正常診療秩序，侵害患
者合法權益，危害醫務人員人身安全，損壞醫療機構
財產。患者在醫療機構就診，其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患者及家屬應當遵守醫療機構的有關規章制度。

違規停屍或負刑責
通告對醫院處理患者投訴與醫療糾紛提出明確要

求，強調醫療機構應設立統一投訴窗口、公布投訴電
話等接受患者投訴，並在顯著位置公布醫療糾紛的解
決途徑、程序以及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等相關機構
的職責、地址和聯繫方式。患者及家屬應依法按程序
解決醫療糾紛。

對於患者家屬在面對醫療糾紛時，往往採取擺設
靈堂停屍、干擾行醫的行為，通告規定，患者在醫療
機構死亡後，必須按規定將遺體立即移放太平間，並
及時處理。未經醫療機構允許，嚴禁將遺體停放在太
平間以外的醫療機構其他場所。

通告特別強調，對於在醫療機構焚燒紙錢、擺設
靈堂、花圈、違規停屍、聚眾滋事；在醫療機構內尋
釁滋事；侮辱、威脅、恐嚇、故意傷害醫務人員或者
非法限制醫務人員人身自由；非法攜帶易燃、易爆危
險物品和管制器具進入醫療機構；在醫療機構內故意
損毀或者盜竊、搶奪公私財物；倒賣醫療機構掛號憑

證等擾亂醫療機構正常秩序等行為，將由公安機關予
以治安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去年十幾起殺醫血案
4月13日，一名男子闖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耳鼻

喉科主任醫師邢志敏的看診室，用匕首割斷其右頸靜
脈；後在院方搶救下，邢志敏保住一命。就在此十幾
天前，哈醫大附屬第一醫院也發生一起惡性殺醫事件
。去年以來，內地接連發生十幾起殺醫血案，醫患關
係嚴重惡化。

對於此次兩部委聯合發布通告維護醫療機構秩序
，有網民評價： 「早該如此。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自
己違法犯罪的口實。」有網民則表示，維護醫患關係
應保護雙方利益： 「要保護醫務工作人員，也要保護
患者利益。要想想怎麼從根本上解決醫院收費貴服務
差的問題，而不是成天想着怎麼把問題壓下去。」

兩部聯合通告禁侵害醫務人員

溫總溫總五一五一探環衛公交工人探環衛公交工人
讚揚不嫌髒不怕累應獲尊重讚揚不嫌髒不怕累應獲尊重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看望辛勤工作的北京市環衛和公交職工。圖
為溫家寶在北京環衛集團奧林匹克公園清廢綜合區看望環衛工人 新華社

▲在鄭州的街頭，為富士康招募員工的中介公司隨處可
見 本報記者柳海林攝

貴
州
透
水
煤
礦
仍
有
九
人
被
困

貴
州
透
水
煤
礦
仍
有
九
人
被
困

大學生礦工創出黑領品牌

▲1日，救援隊員下井救援 新華社

▲大學生採煤班第三任班長王香瑞 資料圖片

◀大學生採煤
班的礦工門

資料圖片

▲大學生採煤班的礦工在井下工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