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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曲旭光 隋翔宇

本报通讯员 任泽英 刘国军

大学生为农民工讨薪

10月20日，来自潍坊的农民工李伟拿到了他
已被拖欠了两个多月的工资8440元。这两个多月
以来，他几乎夜夜睡不着。“在工地做水电工本来
就挣不了多少钱，三个月工资被扣着，一扣就是
两个多月，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李伟说，“没想
到这么麻烦的问题，最后竟被几个学生给解决
了”。

李伟自今年年初就在烟台某建设公司包工
项目做水电工，一天的工资是140元，然而在8
月份完工后，却有三个月工资无理由被扣不
发。“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一直是社会屡见不鲜
的问题，我们在接到团市委委托的这起案件
后，立即着手开始解决。”烟台大学法学院学
生王娜说。

王娜是一个名为“哈哈法律援助团”的学生
组织成员，这个组织成立于今年4月份，成员全部
是烟台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其主要的工作就是为
烟台及周边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这个案子主要有两个不利因素，一是李
伟工作时并未与公司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属于
纯口头协议，无法直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
二是4、5月份李伟领工资时是先领钱再签字，
而6、7月份李伟的带班丁某以先签字后和公司
上报，然后才能领到钱款为理由让李伟先签
字，李伟在丁某的要求下签了字，后来却未拿
到已签字范围内的工资。诉讼可能并不适合这
个案子，我们经讨论后，决定对当事人双方进
行调解。”另一名参与该事件的法学院学生董
赟说。

历程曲折艰难

在开始援助李伟之后，10月9日，王娜和董
赟从烟台大学乘坐公交车赶往求助人工作的福
山区某建筑公司。

然而，他们在办公室门口坐了半个多小时
后，办公室负责人才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李
伟跟该公司没有劳动合同，所以不承认有雇用关
系，欠薪也与该公司无关。”面对这样的解释，早
有准备的董赟拿出了“证据”——— 李伟在该工地
的工作证、工服，工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工作
证上贴着李伟的照片，下面写着他的名字和工作
编号。

“我们还出示了李伟工友签字的证言，证
据如此确凿，他们也就不得不承认了。”董赟
说，“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解决，原来该公司早

已把工资结清给了承包人丁某，丁某成了关键
人”。

12日，王娜联系到了丁某，说明了情况
后，约定与丁某15日在其福山区的工地会面。

这期间，董赟也做好了替李伟到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以施压该公司督促丁某尽快给李伟发放
工资。同时，着手准备去当地的仲裁局仲裁，要求
公司提供李伟明确的工资表和考勤表。

在明确知晓该公司已要求丁某将工资发放
给李伟时，15日，王娜一行人又乘坐上了去往福
山的公交车。

“他似乎没想到我们会真来找他，态度也
比较差。”董赟说，“有了公司的督促和仲裁
局的仲裁，基本上问题解决了大半，剩下的就
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王娜回忆道，“半个小时后，情况有所缓和，
我们就跟丁某说了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加上公司
那边对丁某的施压，丁某总算松口，答应将工资
发给李伟。”

20日，正在上课的王娜接到了一个电话，
李伟已经拿到他的工资了，事情得到了圆满解
决。

农民工维权任重道远

“成立‘哈哈法律援助团’目的很简单，
一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二是为了学以致
用。”该法律援助团团长之一刘超群说，“我
们都是在校学习法律的大学生，有一定的法律
专业知识。”

作为该法律援助团的指导老师，烟台大学
法学院副书记亓建生则认为，“在当下的商业
环境中，这种欠钱不还的‘老赖’比比皆是。
许多债权人可能本身并不具备法律常识，经济
又困难，低成本的法律援助就成了他们的首
选”。

据了解，芝罘区法院今年以来审理农民工
维权案件156起，98%以上胜诉。“农民工维权
的案件通常案情脉络比较简单，只要整理好证
据，通常胜诉的概率比较大。”芝罘区法院卧
龙社区审判庭法官于克晓表示。

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哈哈法律援助
团”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中还没有诉
讼的案例。烟台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海防
认为，学生们这种低成本的法律援助背后也存
在一定问题。民事诉讼法中有“一事不再理”
原则，学生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毕竟不够专
业，一旦提供的法律援助进行了诉讼且诉讼失
败，那么造成的损失将无法挽回。“这次案件
因为只涉及一人，且事实较为明显，因而调解
比较成功。然而，一旦事件复杂且涉及多人，
那么集体诉将讼是此类事件的最佳选择。”于
海防说。

大学生提供法律援助，看上去很美？
农民工欠薪案频发，法律维权面临“两难困境”

□郑书伟 刘永顺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1月12日上午，由团烟台

市委主办的首批“烟台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在海阳市地雷战纪念馆举行。

据介绍，与海阳地雷战纪念馆一同被命
名的首批教育基地还有胶东革命烈士陵园、
杨子荣纪念馆、烟台市博物馆、烟台市青少
年宫、牟平革命史展览馆、莱阳红土崖革命
烈士陵园、栖霞抗日战争纪念馆、长岛县革
命烈士陵园、招远革命之路红色文物展览馆
等十处红色文化场所。共青团烟台市委开展
青少年教育基地申报命名工作，旨在发挥各
类红色场所的阵地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教
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爱国情
感、传承民族精神。

■寻访胶东红色文化记忆⑹

市青少年

教育基地揭牌

□于冬亮 王韦懿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

对近期的职业供求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
数据表明机电技术人才较为短缺。机电技术人
才需求量较大，具有机电专业技术和综合知识
的复合型人才较受招聘单位的青睐。

据悉，11月11日至11月17日一周时间内，
人力资源市场参加现场招聘和委托招聘的用
人单位348家，提供各类专业技术工种95个，
岗位7598人，求职报名人数7527人。招聘岗位
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生产总监、机械工程师、液
压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焊工、维修电工、机电
一体化等技术人员，机电工程师一般需要机
电相关专业，3-5年工作经验，熟悉生产工艺
过程。从进场求职的人员情况看，进场求职的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大中专毕业生等求职人
员基本平稳，基本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市
场报名情况高温不减。

机电技术人才

受追捧

□ 本报记者 郑书伟

一张照片，一副眼镜，一枚印章，一条腰带，
一支钢笔……11月14日下午，在虹口大厦一间
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这样几件遗物，这些遗物
的主人就是首任胶东特区书记——— 王文。

记者看到，在照片下方赫然印着“王文同志
遗像”六个大字，由于年代久远，一条眼镜腿已
经折断，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就是王文在照片
上所戴的那副。在王文曾经使用的腰带的带扣
上，五角星中刻有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带有浓
浓的革命色彩。而最有意味的当属那块黄杨木
印章，整个印章有半个火柴盒大小，盒盖上有王
文手刻的“抗战胜利”四个字，推开盒盖，内部被
分为两个区域，一部分是红色印泥，一部分就是
一方小巧的印章了。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印章上

的名字并不是“王文”，而是“罗文”。
“罗文就是王文曾经用过的一个的化名，除

了这个名字，王文还有另一个化名：老井。”遗物
的现持有者姜斌介绍说。

根据史料记载，王文原名王学善，1911年生
于山西绥德。1938年初，中共中央指定王文等50
多位干部，赴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当年6月，王
文被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任命为中共胶东特
委书记，负责处理胶东党的建设、部队整编与统
一领导等问题。之后，王文深入发动群众，抓紧
武装队伍建设，于当年9月在掖县(今莱州市）成
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之后又
建立了以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权为基础的
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随着胶东的抗日政权日趋巩固和抗日军队
日益壮大，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和胶东军区相继
成立。调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胶东军区副政

委的王文积极组织群众团体，全面开展减租减
息、大生产和参军运动，并与胶东800万军民一起
经历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取得歼敌3000余人
的重大胜利。残酷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使王文变得体弱多病，1943年春节刚过，王文突然
吐血不止，于当年11月16日逝世。

“这些珍贵的遗物是我四年前从栖霞一位
张姓老人那里收来的。”姜斌告诉记者。2006年，
热衷红色文物收藏的姜斌在栖霞的农村挨个打
听哪里有红色文物，偶然听人说起在桃村镇有
位“老革命”，他手里有一些老物件。得到消息的
姜斌立刻去拜访这位张姓老人，结果却多次碰
壁。“那位老人是当年的老民兵队长，今年83岁
了，从2006年到2009年，三年里我一共去找了他
十几次，老人一直坚持只让看，不出售。”姜斌不
灰心，不放弃，反复向老人解释，“我收集这些东
西不是为了倒卖，是为了放在纪念馆里，让更多

的人了解咱们胶东的红色历史，老人这才打消
了顾虑。”

按照姜斌的计划，这些文物将在位于牟平
区昆嵛山下的胶东抗战英雄纪念馆中展示，一
起展出的还有姜斌从1987年至今所收集的上万
件红色文物，大到坦克大炮，小到照片印章，全
方位系统地展现革命历程。目前，这座纪念馆正
在准备开工建设，预计将在2015年开馆。

“我一直比较喜欢收藏，刚开始主要收藏名
人字画，后来无意中得到了一些战争年代的老
照片、老物件，还有毛主席像章，逐渐对红色收
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收到
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好几万件。”姜斌
说，“红色文物的意义和价值怎样才能体现？不
是放在家里自己研究，而是拿出来让更多的人
看到和了解。让红色文化代代传承下去，这就是
我建这座纪念馆的初衷。”

烟台发现首任胶东特委书记王文遗物

□ 本报记者 郑书伟 于冬亮

本报通讯员 李 梦

11月12日，初冬的莱阳已经有了些许寒
意，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车程，记者一行终于
到达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万第镇石龙沟
村。85年前，这个村子里点起了烟台革命的
第一个火种，诞生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石龙沟村的老党员宋寿展在村口等待着
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距离村口百
十米处的一个窄小胡同里，在一个民宅的门
口，挂着“龙沟村13号”的门牌。“在80多
年前，这个房子就是胶东地区共产党员的活
动根据地，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在这里成
立。”宋寿展告诉记者。整座房子和院落都
由石块砌成，屋顶的红瓦显得格外醒目。
“从前这里不是瓦房，是草房，这是后来又
修整的。”宋寿展说。这个仅有三间房的小
院，是怎样成为胶东革命之火源头的呢？

1925年11月，共产党员宋海艇受党组织派
遣，回到家乡莱阳开展活动，他以教学为掩
护，先后发展了宋海秋等八人为共产党员，
成立了莱阳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1928年2
月，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征求党员的通
告》，要求全省六个月之内必须发展610名党
员。时任胶东县委书记李伯颜加紧工作，派
宋海秋到石龙沟村，在宋云程家主持建立了
中共石龙沟村支部委员会，由宋式纯任书
记。

随后，万第的革命火种以燎原之势，迅
速壮大。1928年3月，李伯颜在万第镇水口村
召开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莱
阳县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兼组织委员。这就
是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共产
党委员会，隶属中共山东省委。

今年70岁的宋贤庭曾经担任过水口村的
党支部书记，年轻时曾从老党员们口中听说
过不少往事。“宋海秋当时在彭格庄小学教
书，秘密回水口村办起了农民夜校和农民协

会，团结起了四、五百人，发动农民抗粮抗
税。”宋贤庭说。

“当时的中共莱阳县委成立之后，以水
口村为秘密活动中心，很快发展到大夼、姜
疃及海阳县小纪以西地区。”莱阳市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杨海峰告诉记者。1933年2月，因
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与莱阳县委失去联
系，当年6月，张静源来到天津，与中共北方
局接上联系，并按照指示，在水口村成立了
中共莱阳中心县委，由张静源出任书记，领
导莱阳、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福山、
蓬莱、招远等县党的工作，组织开展武装斗
争，莱阳万第真正成为胶东各县的革命中
心。

莱阳万第：点燃胶东革命第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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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万第镇水口村的胶东第一县委——— 中共
莱阳县委遗址。

□郑书伟 摄

万第镇水口村的火炬塔 □郑书伟 摄

□曲旭光 刘心莲 报道
11月11日，在大连机场西北方向约105公里海域，泥驳船“长富1”进水，船上4人被困，现场风力

20节，温度5-6℃，浪高3-4米，情况危急，急需救援。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接到辽宁省海
上搜救中心求救信息后，立即派遣驻大连飞行救助基地的B-7313救助直升机前往救助。救生员采用
救生双套将4人分两批全部吊运机舱内。

□杜晓妮 栾秀玲 叶杏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1月9日，烟台山医院顺

利通过美国心血管患者管理协会(scpc)的现
场认证，成为山东省首家、全国第四家通过
国际认证的胸痛中心，实现胸痛疾病诊治与
国际接轨，为烟台百姓带来福音。

烟台山医院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DtoB
时间（患者进医院门到血管开通时间）从两
年前的105分钟下降到目前的58 . 5分钟（目
前国际标准是少于90分钟）。烟台山医院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左鲁宁介绍说，急性心血管
病的抢救时间非常宝贵。医院建立了“一键
启动”机制，急性心血管病患者可直接进入
医院介入室开通梗死血管，省去了急诊科、
病房、会诊等中间环节，为抢救患者心肌赢
得了宝贵时间，提高了心梗患者的治愈率，
改善了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存质量

烟台山医院胸痛

中心通过国际认证

□曲旭光 袁圣凯 李娜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这次体验，全程无人工干

预，咱们试试会不会被红灯堵在半路上。”11
月12日10时，记者随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科技科民警一行，从红旗东路路口出发，沿观
海路至府后路路口停下，全程6 . 7公里，中途
12个红绿灯，交警支队科技科副科长王程表
示，“希望大家充分享受一次智能交通‘绿波
带’带来的便利”。

据了解，观海路是当前市区最长也是红
绿灯最多的一段“绿波带”，当前，随着烟台市
区智能交通系统建设进入尾声，烟台市区共
有18条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交通“绿波带”正
式投用，其中，观海路、港城东大街、北马路这
三条主干道效果最为明显。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刘国进表
示，“绿波”控制是烟台市“智能交通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烟台市机动车和驾驶员保
有量双双突破180万大关的情况下，通过“绿
波”控制的方式，有效减少了干线上的交通延
误和停车率，改善整个城市交通状况。

市区交通

实现“绿波”控制

声 明

烟台新源印刷物资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IC卡丢失,代码号：755416346，
声明挂失

公 告

胡永青同志你至2013年10月8日已连续
旷工15日以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现与你解
除劳动合同，要求你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
公司办理失业等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烟台集大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 告

张旭你至2013年11月12日已连续旷工十
五日以上，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公司现与
你解除劳动合同，要求你自公告之日起七日
内到公司办理失业等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
负。

烟台交运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