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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公众称没领到高温津贴
有的单位用绿豆“冲抵”

人社部等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
地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尽管国家早
有相关规定，但许多地方仍有不少公
众吐槽称“没领到”。高温津贴“缺失”
或被偷梁换柱克扣，必须严厉查处。

多地进入“烧烤模式”

高温天气是指地级市以上气象主
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向公众发布的日最
高气温35°C以上的天气。13日入伏
当天，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甚至进入
40°C以上的“烧烤模式”。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有27个
省区市已出台“高温津贴”标准，但多
地标准数年未涨。即便如此，许多中小
企业的员工、流动性强的农民工仍领
不到高温津贴，或是常遭打折扣。有的
老板不按规定按月份发放，竟按超过
35°C的高温天气具体天数发放，有
的单位用绿豆、饮料等防暑降温物资

“冲抵”，蒙混过关。

仍不知“高温工时规定”

除高温津贴外，相关文件还规定：
日最高气温达到40°C以上还应停止
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为
37°C至40°C，最高温的3小时不得
室外露天作业，且全天作业时间累计
不得超过6 小时。因高温天气停止工
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
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然而，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在午后
烈日下的北京大街上不仅不乏园林
工、清洁工的身影，仍有人不知道“高
温工时规定”，多数表示“并未指望能
足额拿到高温津贴”。

全国总工会表示，各级工会要督
促用人单位严格遵守高温作业时间要
求，重点督促企业落实按时、足额发放

“高温津贴”费用，不得以发放钱物来
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凡属防暑降
温饮料的不得冲抵高温津贴。

据新华社

惊人的案情：女童争吵引起警觉

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女童之间的争
吵，以及田超果断报警，性侵案的盖子或
许至今无法揭开。

田超介绍，2014年4月18日傍晚，一
位杨姓 5 岁女童与一位李姓 6 岁女童发
生了口角，前者急了，“你跟老师亲嘴，他
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李姓女童的母亲就在旁边，询问孩
子之后，她跑到田超家说起此事。

她与田超的妻子关系亲密，田超的
女儿也在这所幼儿园就读。

田超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们老
师应该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被指控的
教师黄振辛是田超上小学时的数学老师。
2011年主动从高谷梁乡的一所小学来到
秀水梁幼儿园，是幼儿园唯一的老师。

问了女儿，田超的女儿田晓静也有
这样的经历。田超的妻子随后走访了至
少4户有女儿在这所幼儿园的人家，女孩
子们都遭遇了类似经历。

愤怒的家长聚集在田超家中，有的
家长提出“去打黄振辛一顿”。

当晚9点左右，田超决定报警。
次日也就是2014年4月19日早上9

点，黄振辛被灵武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今
年 1 月 9 日，案件在银川中院开庭审理，
黄振辛被控强奸罪、猥亵儿童罪。

出生于1961年的黄振辛现年54岁，
多位受害女童的家属介绍，黄振辛高一
米六左右，很胖，满头白发。儿女双全，妻
子也在家。

这起案件，12个受害女童中，11人为
留守儿童。

家长的脆弱 想远离村庄

到派出所做笔录后不久，田晓静开
始做噩梦。记者采访了6位家长，他们的
孩子在案发后均出现做噩梦、厌学、自
闭、发呆等状况。

案发至今一年多，田超和其他11个
家庭就孩子转学、追责以及赔偿等问题
多次找到灵武市政府及教育局。

案件至今仍未宣判。在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方面，法院也一直试图对双方进
行调解。

事发后，女童家长也变得敏感而脆
弱。平常交际广泛的受害女童家长马丹
迪现在基本不出门，他怕村民跟他提起
这件事。

受害女童家长车文秀陪孩子转学到
新学校，老师问，以前在哪里上学？车文
秀很不愿意提及“秀水梁幼儿园。”她说，

“说起学校名字我就难受。”
即使回到村里，田超和其他家长现

在也尽量不出去走动，村里的氛围让他
们压抑。家长们想远离村庄，包括让孩子
远离。他们普遍选择了尽量避免让孩子
和村里其他孩子玩，“小孩子在一起难免
会说起来。”

2014年4月案发至新学期的9月份，
12位女童均没有上学。2014年9月，新学
期开学后，家长们选择让孩子在离村子
较远的地方读书。

家长们更长远的想法是搬离村庄。
“我们看重这些，发生这种事情，对孩子
和家庭的声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马丹
迪说，“我打算以后在吴忠市买房、生活，
或者搬迁到内蒙古，或者更远的地方。”

（新京报）

亲爱的孩子：
没有保护好你，我很内疚

……有一天，你躺在沙发上，躺
了很久，不说话，我用手机偷拍
照片，你都没有发现。那段时间，
你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看着很
难受，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的妈妈也很担心你。
有一次，你还是这么躺着。妈

妈问你，不高兴吗？是因为那个老
师吗？我说了你妈妈，不允许她再
提这件事情。

慢慢就过去了，你会忘记这
件事，都会好起来。

你会好起来的。还记得去年
9 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吗？我带你
去黄河公园，坐过山车、碰碰车，
你一直在笑。这才是你。是的，我
以前都没有带你出来玩过。

在黄河公园那天，我跟你
说，以后会送你去一所有很多好
玩的东西的学校。你至今已经问
过我两三次，什么时候送你去这
样的学校。

我一直希望给你转学，到一
所教育条件更好的学校，有更多
好玩的。

但我现在没有条件，只能给
你买早餐奶、喜欢吃的零食、喜
欢的漂亮衣服，还有你在电话里
跟我说的“一把枪”和“车车”。请
你理解。

还有，我想以后带你搬到吴
忠市，就是有黄河公园的那个地
方。我们再也不回秀水梁。

你的爸爸 田超

从表面上看，宁夏灵武市秀水
梁村算不上贫穷、闭塞的村庄。很
多房屋贴了瓷砖，在农村，这代表
着体面和富裕。

过去的一年中，12名幼女在
村里的幼儿园被教师黄振辛性侵
案发，其中 11人为留守儿童。在
1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这意味着
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伤害。

事发之后，12个家庭面临着
心理创伤、村民议论带来的二次伤
害及艰难维权，“我早晚会搬离这
里。”6月24日，受害女童的家长
田超说。“我无数次想过，再也不回
到这里。”

（注：为了尊重和保护未成年
人权益，文中对乡镇以及乡镇以下
地名、受害女童及其家长姓名均做
了化名处理）

孩子，
爸爸想对你说

给女儿的一封信给女儿的一封信

以下内容，根据受害女童家
长田超的采访及口述整理，有适
当的内容删减和位置调整

在家长录下的视频中，受害女孩出现做噩梦、自闭、发呆等状况 图据新京报

希腊债务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希腊不斗气
世界松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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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永植接任
朝鲜人民武力部长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最新报
道，朝鲜军方11日在平壤与老挝高
级军事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就进
一步发展两国军队的友好关系交换
意见。在报道中，朴永植的职务为

“朝鲜人民武力部长”，军衔为“人民
军陆军大将”，表明朝人民武力部长
已正式更替。新华社驻平壤记者就
此进行相关解读。

有关朴永植最近的一次公开报
道是在7月8日。在朝鲜已故国家主席
金日成逝世21周年纪念日当天，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率军队领导人参谒
锦绣山太阳宫。朝中社报道介绍的陪
同人员有黄炳誓、朴永植等。朴永植列
在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黄炳誓之
后。但报道并未提及朴永植的职务。

7月11日的报道是朝方首次在
公开报道中确认朴永植就任朝鲜人
民武力部长。朝鲜人民武力部相当
于国防部。2014 年 10 月，朝鲜与日
本的代表在平壤就“绑架问题”进行
谈判时，朴永植参与谈判。他当时的
职务是人民保安部局长。

在朴永植之前，朝鲜人民武力
部长是玄永哲。朝鲜媒体有关玄永
哲最近的公开报道是在今年 4 月。
当时玄永哲以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
身份和副总理卢斗哲分别率代表团
访问俄罗斯。

对外媒有关玄永哲的各种报
道，朝鲜官方未予回应。 （新华社）

俄罗斯中南部鄂木斯克地区一座空
降兵部队营房12日晚发生坍塌（左图）。
俄国防部说，截至13日上午，已有23名
军人丧生，19 人受伤入院。空降兵是俄
罗斯军中精锐。俄国防部长绍伊古闻讯
后中断休假，着手调查，每半小时就要向
总统普京汇报情况。

事件发生于莫斯科时间12日19时
52分（北京时间13日零时52分），西西伯
利亚鄂木斯克州斯韦特利村军事城的俄
军第242空降部队训练中心一座4层营
房发生坍塌。事发时，当地已是深夜。当
时 337 名军人正在楼内睡觉。当地应急

部门一名消息人士说，宿舍楼中部的部
分楼板从4楼塌至1楼，坍塌部分大概有
两扇窗那么宽。

搜救工作当天临近中午时结束，确
认23人死亡，19名幸存者在医院接受治
疗。俄罗斯“生活新闻”网登出15名遇难
者名单，均为男子姓名，年龄在 18 岁至
24岁不等。卫星通讯社报道，有人怀疑，
营房在建造时建筑设计出现失误，可能
是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俄国防部介绍，
第242空降部队训练中心专门为俄军培
训青年技术人员，包括装甲部队车辆的
驾驶员和机械师。 （新华社）

百转千回之中，欧洲人总能绝处
逢生找到妥协与答案。欧洲历史上经
历了多次危机…但欧洲一体化总能
磨砺前行，螺旋式上升

希腊的靴子落下了！经过通宵马
拉松式鏖战，欧元区峰会就希腊债务
问题达成“妥协协议”！退欧？不！最坏
的一幕没来！

这是一个平衡的协议——希腊
必须进行“深入改革”，但欧洲也提
供“财政协助”。尽管一次次波折，尽
管一次次貌似走入绝境，但欧洲人
这次又找到了答案。而且，全世界对
此波澜不惊，一切似乎都在意料之
中。为何？

纵观欧盟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百
转千回之中，欧洲人总能绝处逢生找
到妥协与答案。总体看，欧洲历史上
经历了多次危机，如 1954 年法国国
民议会投票否决了欧洲防卫共同体
条约，1992 年丹麦全民公决否决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001年爱尔兰
选民否决了《尼斯条约》，2005年，法
国和荷兰全民公投否决《欧盟宪法条
约》……但欧洲一体化总能磨砺前
行，螺旋式上升。

“团结”是欧洲人的“口头禅”，而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人眼里，“团结”
就意味着妥协。

靴子落地了，欧洲股市应声上
涨，欧元汇率攀升。妥协挽回了希腊，
挽回了欧元，挽回了欧洲一体化，可
谓皆大欢喜。不过，病去如抽丝，希腊
改革的前路依然任重道远。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13
日说，欧元区领导人一致达成一项协议，
准备第三次救助希腊并把希腊留在欧元
区。图斯克当天在微博客网站推特宣布，

“欧元区峰会一致达成协议。各方准备为
希腊求助于欧洲稳定机制（ESM），伴随
严肃改革和金融支持”。

消息传出后，欧元兑美元汇率升至1
欧元兑换1.1175美元，德国国债价格大幅
下跌，表明避险需求已显著降低。图斯克
表示：“这一决定给了希腊一个机会，让其
能够在欧洲伙伴国的支持下回归正轨。”

希腊最终妥协

路透社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齐普
拉斯最终同意对以德国为首的国际债权
人提出的要求作出妥协，包括冲抵并变
卖希腊国有资产以偿还债务。

齐普拉斯同样放弃抵制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意向中为期3年、总额860
亿欧元（约合959亿美元）的救援款发挥
充分作用。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前宣布，这
对新协议赢得德国议会支持至关重要。
这将是希腊 5 年内第三次接受救助。此

前，希腊向欧洲稳定机制申请救助。希腊
银行业关门将近两周。希腊政府举行公
投，而希腊人对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改革
换资金”协议草案说“不”。

协议达成前，各方经历颇为煎熬的谈
判。当大多数与会领导人开始玩游戏或在
代表团办公室小憩以度过漫漫长夜，图斯
克以及德国、法国和希腊领导人数次私下
会面，尝试解决最后的问题。

17小时激烈交锋

这场17小时的谈判一度有可能令德国
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近期巩固欧
盟关键政治联盟的努力泡汤。会上的争论
曾非常激烈，以至于一名与会者称，财长们
之间的交锋显得有些“暴力”。在激烈对峙
中，德国财长曾猛烈抨击欧洲央行（ECB）行
长马里奥，导致欧元集团会议暂停。

此次延期考验了欧洲央行继续为
希腊银行提供紧急融资的能力极限。欧
元集团财长声明草案显示，随着希腊经
济不断恶化，纾困成本已升至 820 亿至
860亿欧元，包括下个月需要的120亿欧
元以及银行资本重组“马上”需要的100

亿欧元。
正如财长声明草案中所列出的，希

腊方面已承诺通过有关增值税、养老金
及在本周四前建立一家独立机构以处理
财政改革的立法，而且表明愿意答应实
施其他艰难的改革。

救援条款更加苛刻

法新社报道，尽管协议细则仍不马上
可知，但看起来比以往的救援条款更为苛
刻。一名希腊官员早些时候说，欧元区财
长12日草拟的救助条件“很坏”，担心他
们将有效掌控相当一部分希腊财权。

芬兰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斯图布说，
希腊将不得不对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
系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向一只设
立于卢森堡的基金移交至多500亿欧元
（556亿美元）国资，用于私有化。

路透社报道，国际债权人施加了苛
刻的救助条件，可能威胁希腊总理齐普
拉斯政府的执政地位，并可能在希腊引
发强烈反对。尽管协议最终条款仍未对
外公布，希腊劳工部部长已经出现在电
视中，抗议协议条款。

与此同时，因为债务协议达成削
减了黄金避险需求，国际市场黄
金短线下挫5美元，报1154美
元/盎司，跌幅0.34%

俄部队营房坍塌 23人丧生

昨日欧洲股市高开，泛欧Stoxx
600指数开盘上涨0.9%；德国
DAX指数开盘上涨1.4%；法国
CAC40指数开盘上涨1.8%

欧
股
高
开

协议达成令欧元快速飙高，欧元
兑美元汇率刷新日内高点
1.1195，德国国债价格大幅下
跌，表明避险需求已显著降低

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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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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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挫 绝处逢生

不奇怪

热点透视热点透视

人民武力部长 近年多次更迭

2012年4月，朝鲜人民武力部部
长金永春被解除职务，由两个月前晋
升为人民军次帅的金正阁接替职务。

2012年11月，朝鲜人民武力部
部长金正阁被解除职务，由金格植
接替。

2013 年 5 月，张正男接替金格
植担任人民武力部部长，金格植担
任人民军总参谋长。

2014年9月，在朝鲜第13届最高
人民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玄永哲出任
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

新闻链接

希 腊 将 不希 腊 将 不
得不对劳动力得不对劳动力
市场和养老金市场和养老金
体系展开大刀体系展开大刀
阔斧的改革阔斧的改革，，以以
及向一只设立及向一只设立
于卢森堡的基于卢森堡的基
金移交至多金移交至多500500
亿欧元亿欧元（（556556亿亿
美元美元））国资国资，，用于用于
私有化私有化

国 际 债 权国 际 债 权
人施加了苛刻人施加了苛刻
的救助条件的救助条件，，可可
能威胁希腊总能威胁希腊总
理齐普拉斯政理齐普拉斯政
府的执政地位府的执政地位，，
并可能在希腊并可能在希腊
引发强烈反对引发强烈反对

尽管协议最尽管协议最
终条款仍未对外终条款仍未对外
公布公布，，希腊劳工希腊劳工
部部长已经出现部部长已经出现
在电视中在电视中，，抗议抗议
协议条款协议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