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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新华视点”

记者李劲峰、王存福)近期，国务院召开“全国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
话会议”提出，现在有些行业协会商会依托部
门职责和垄断地位，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
会缴费，有的收费畸高。对行业协会商会、各
类中介机构收费项目要全面清理整顿，不合
理的要取消，保留的要降低收费标准。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采访发现，行业协
会商会多与相关行政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凭着官方背景强制企业入会，并设立五花
八门的名目向企业违规收费。有矿产企业“被
迫”加入 6 家行业协会，没有享受到什么服
务，但每年会费支出达 20 多万元。

协会会费入列企业经营成本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在调
研中发现，不少企业抱怨被强制要求加入多
个行业协会，却并未获得服务，但必须交纳会
费。还有行业协会违规向企业收取会议费、赞
助费、考试培训费、自律保证金等。

记者近期在基层采访时看到，一位矿产
企业负责人展示的企业经营成本中，有一项
是“上交相关协会会费”。相关明细单显示：从
2014 年至 2016 年，这家企业在协会会费支
出成本达 26 . 5 万元。

这家企业每年需要缴纳会费的共有 6个
协会，包括中国化学矿业协会、中国矿业联合

会以及 4 家当地省、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民爆协会。每年缴纳会费最高的为 3 万元，最
少的 3500元，总额达 8 . 8 万元。

“每笔会费虽然数额不多，但都基本上是
只收钱没服务。”企业负责人说，这些协会虽
然都号称是自愿加入，但背后都有政府部门
的身影。

协会收费五花八门

记者采访发现，行业协会商会对企业的
乱收费五花八门：

——— 垄断性的市场“入门”费。海南省三亚
市多家酒店和旅行社反映，当地旅游协会每
年都要向酒店和旅行社收取上万元不等的会
费。由于直接影响酒店、旅行社评级或评星的
业务，都是由旅游协会具体牵头，企业若不愿
意缴费入会，就意味着没法参与评级等业务。

那位被强制收费的矿产企业负责人表
示，企业要想申报矿石出口配额，就必须加入
相关协会。因为有关部门将审核各地符合条
件企业的工作职能，委托给该协会。如果不是

协会会员，就无法通过审核参与矿石出口配
额申报。“缴费入会就等同于进入这个市场的
‘敲门砖’”。

——— 在评审、评比环节中乱收费。国务院
关于 2015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中国交通通信信息
中心、中国建筑业协会等 17 家所属单位在受
部门委托开展评审、评比、达标等活动时，从
参评单位取得咨询等服务收入 5 . 78 亿元。
中央巡视组去年下半年在巡视国家安监

总局中发现，中国索道协会存在开展安全生
产标准化评审违规收费问题，自 2013 年底以
来共收取 117 家企业评审费用 431 . 94 万元。

一些企业向记者介绍，在政府招投标、资
质许可等方面，评审评比多由行业协会直接负
责，因此很多协会通过咨询服务等方式向企业
收费。企业为了顺利通过评审，往往选择“花钱
买平安”。

——— 随意自设项目乱收费。信息服务费、
考试注册费、管道维护费，不少协会在缺乏依
据、未经批准情况下，自行设立项目向企业收
费现象屡屡被曝光。

辽宁省物价局今年初通报，朝阳市供热
协会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新建项目
热源入网管道维护费”并计提“专用资金”，违
规收费达 5501 万元。

专家建议推进“一行多会”改革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4月出台《关于清理
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其中明确
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入会，不得利用行业影响
力以评比表彰、评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费。

一些业内专家介绍，不少协会垄断重要的
行业资源，同时接受政府委托履行行政职能，

成为事实上的“二政府”，造成各类乱收费屡禁
不绝。

郁建兴表示，过去行业协会商会接受登记
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的“双重管理”，共同
监管。今后，随着“政会脱钩改革”的推进，行业
协会今后可直接登记后，其监管职责几乎都集
中在登记管理机关，监管资源不足的问题将更
加突出。

业内专家建议，根治行业协会乱收费行
为，应从破除行业垄断、明确收费清单等层面
入手。应在各地结合行业特点放宽设立标准，
打破行业协会现行设立标准的限制，稳妥推广
“一行多会”，增强行业协会机构的市场竞争，打
破行业垄断。

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毅武建议，
针对政府委托授予相应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
容易成为乱收费“重灾区”的特点，应完善政
府购买机制，明确涉企收费清单，向社会公开
缴费依据、标准；加强审计、核查力度，逐步推
进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行业协会财务情况的
公开透明度，增强协会商会公信力。

被迫加入 6 家协会，每年会费 20 多万
聚焦协会商会乱收费现象

新华社重庆 7 月 13 日电(记者张琴、韩
振)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重庆市巫山县下庄
村，俨然是个“天坑村”。这里四面绝壁，从坑
沿到坑底的距离达 1100 米。天坑，犹如一圈
难以跨越的高墙，将下庄人紧紧困在里面。

不甘心“坐井观天”的下庄人，决心在悬
崖上凿出一条出村的公路，彻底改变村庄的
命运。于是，全村 398个村民，拿着铁钎和铁
锤，开始用生命挑战悬崖。6 年时间，牺牲了
5 位村民，下庄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出路……

要想过上好生活，必须修一条路

1997 年春夏之交，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
书记毛相林时常紧锁眉头。他思忖着：下庄村
四面环山，要想过上好生活，必须修一条路。
但是全村仅 398个人，真能把这条路修起来？

他刚开始不敢想。但是，一想到村里人这
些年的遭遇，他又觉得路非修不可。这些年，
因为没有路，村里人要爬 1000 多米高的后
山，再翻过几道梁才能到镇上，这一来一去要
两天。村里虽然风调雨顺，但种出的农作物除
了背出去换油盐，只能自己吃或拿来喂猪，而
猪喂得再肥也换不来钱，因为运不出去。

从毛相林记事起，村里已有二三十个村
民因为意外而死亡，有的是爬山时失足坠崖，
有的是受了伤不能及时医治，还有的是被山
上落下的飞石砸中……

于是，他召集全村人在院坝里开村民大
会，把修路的想法跟村民们说。一听说要修
路，村民们纷纷摇头，说不可能。可毛相林并
没有泄气，他耐心地给大家算账：只要不闲
着，修一点算一点，全村人只需要 10 年，就可
以把这条出山的路修通！

听他这么一算，以前反对的村民纷纷表
示支持，毕竟没有路的日子实在太难熬。很
快，3960元的启动资金筹集好了。

不能让儿子白白死去

要修路，先测路。正当下庄人悬崖上测路
时，巫山县农业局一位局长检查工作来到下
庄，被下庄人这种不等不靠的精神所感动，当
即承诺拨出一定数量的物资帮助下庄修路。
几天后，一批价值 10 万元的雷管、炸药、导火
线等物资运到下庄。这更坚定了下庄人修路
的信心。

但这条路，远比想象难修。从坑沿到坑
底，垂直距离 1100 米，四周的山陡峭挺拔，很
难找到落脚之地，看着都害怕，别说在上面施
工了。

但下庄人并不畏惧，他们挑了几个年富
力强的劳力，腰上系一根长绳，徒手爬上悬
崖，再由上面的人拉着悬空钻炮眼。炮眼钻好
后，他们安装上炸药，然后躲在一边找个掩
护，开始点导火线。

“轰！”炸药爆炸的巨响震彻山谷，一块块

巨石蹦跳着滚落山崖，被炸飞的小石块向四
周散去，悬空的劳力们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崖
壁上，以防被飞石击中。

纵使格外小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999 年 8月 14 日晚，26 岁的村民沈庆福找
到毛相林，要求请两天假，回村里看看刚打工
回来的妻子，毛相林同意了。沈庆福十分高
兴，趁着天没全黑又去撬石头。突然，一块巨
石从头顶砸下来，沈庆福连哼都没哼一声，就
滚下几百米深的山谷。直到第二天，村民们才
把他的尸体从山崖下收上来。

沈庆福的意外，并没有让下庄人产生动
摇。他们安葬了沈庆福，立即又投入了开山凿
路。然而，仅仅过了 50 天，不幸又降临到下庄
人头上。

36 岁的村民黄云会正抱着钻机打炮眼，
突然头顶上落下一块石头，将他砸中，随着巨
石滚落悬崖。

当时，正逢巫山县委书记王定顺、县长王
超往下庄赶。不久前，几个记者来到下庄，他
们被下庄人自力更生的精神所感动，连发了
几篇报道。王定顺、王超看到报道，决定下来
了解情况。

他们刚走到村口，就有人从村里跑过来
说出事了。他们一听，赶紧来到事发现场，站
在悬崖边，手拉着手向下望，只见下面深谷乱
石中有一点黄色，那是黄云会的安全帽。

正在干活的村民袁孝恩看到县里的干部
来看望，放下手中的铁锤，走上来“扑通”一声
就跪在地上，嘴里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该
下跪的是我们！”王定顺立即把袁孝恩扶起
来，询问村民有什么困难，让县里的相关部门
做好记录。

接连发生的意外，让毛相林无比愧疚，曾
经坚如磐石的信念也开始动摇起来。黄云会
灵前，全村的村民自发聚集起来，为这位专门
从外地赶回来修路的壮士送行。

看着黄云会悲痛欲绝的家人，毛相林用颤
抖的声音说：“这路要修下去，可能还要死人。

今天大家表个态，这个路到底是修还是不修？”
“修！”人群里有人大声吼道。喊话的人是

72 岁的黄益坤，黄云会的父亲。“我儿子死
了，但他死得光荣。路必须修，不能让他白死
了。”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修！修！”黄云会的灵前，一个个手臂高
高举起。村民们发出的吼声，在天坑里久久回
荡，也在毛相林的心里久久回响。

天坑外的感动，一场全社会

的援助活动在展开

很快，巫山县委发出号召，在全县党员、干
部群众中广泛开展学习下庄人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死，自力更生开拓致富的高尚品德。

与此同时，一场全社会的援助活动也在
展开：重庆市交委拨款 10 万元，巫山县交通
局拨款 10 万元，巫山县武装部给村里提供了
300 多公斤西式炸药，社会各界自发捐款 23
万元……

牺牲村民的子女，也得到了妥善照顾。黄
云会的大女儿，得到乡里派出所的资助；二女
儿，得到北京一位编辑的资助；三儿子，村民
凑钱供其读书。
时任巫山县县长的王超，深深为下庄人的

精神所感动。他悄悄在下庄人凿出的公路边，
捡了两块花岗石，石头上还有下庄人凿过的痕
迹，一块摆在办公室里，一块送给了女儿。

王超在日记中写道：我捡起两块凿碎的岩
石碰撞了一下，发出清脆的砰砰声，坚硬如钢。
要在这样的岩石上开凿出一条路来，需要比钢
铁还要坚强的意志。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不是普通的石头，它的上面，凝结了下庄人
的追求与向往，凝结了下庄人的勇气与毅力。

有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天坑里的下庄人
有了更大动力。他们一刻也舍不得停息。这一
干，又是 3 年。中间，又有 3 名村民修路时牺
牲。村民们擦干眼泪，默默地安葬他们后，又
继续凿路。

2003 年春，一条 7 . 3公里的公路出现在
下庄的上方。它犹如一条腾飞在天坑内壁上的
巨龙，蜿蜒着修长的身躯，尾巴连接着村里，抬
头仰望着天空。有了这条路，下庄与乡镇的距
离由过去的一天，缩短为 1 个小时车程。

“有了公路，我们就有了出路”

天坑村通了路，村里的面貌很快变了。村
民们都说，这条路就是他们的出路。

如今，下庄人种出的粮食、水果，喂得膘肥
体壮的土猪，再也不愁卖了。村里曾经吃不完
但又换不来钱的东西，现在全部成了稀罕物，
受到乡镇集市的欢迎。一些人还专门开车到下
庄来扫货，村里人喂的猪，早早就被人预订了。

300 亩西瓜、450 亩核桃、500 亩烤烟、
曾经卖不出去的农产品如今给村民们带来丰
厚收入……说到这些，毛相林布满皱纹的脸
上堆满了笑容。

这条路，还指引着更多下庄人走出天坑，
走向外面更大的世界。修路之前，村里只出过
一个大学生。路修通后，14 年的时间，这里走
出了 23 个大学生。

竹贤乡党委书记向运亚说，为了改善下
庄村的出行状况，当地政府正对这条公路进
行硬化。两个月后，这条碎石路将全部变成水
泥路。届时，下庄村将被纳入巫山县的全域旅
游线路。

在下庄村村口，记者还看到了一栋两层
高的灰白楼房，这是下庄精神陈列馆，里面陈
列着下庄人修路时的图片和工具。图片上，满
脸灰尘的黄云会对着相机镜头憨笑的情形让
人过目难忘。

“下庄人不等不靠，自强不息的品质，不
但在三峡移民时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
富，在脱贫攻坚时期也时刻传递着正能量。当
前，县里正在将下庄打造成干部的思想教育
基地，要让下庄精神始终成为鼓舞干部前行
的动力。”巫山县委宣传部部长柴承刚说。

重庆巫山:“天坑村”的“通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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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6 月 7 日拍摄的下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小图：参与修路的下庄村村民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太原 7 月 13 日电(记者
王菲菲、王劲玉)你去一个地方，当
地人一般会说欢迎来我家，但到了
山西洪洞大槐树，人们说的却是：
“欢迎回家。”

从 1370 年到 1417 年，明朝政
府在山西组织了 18 次大的官方移
民，近百万人迁往河南、山东、安徽
等地，移民遍布中原地区。因传说移
民多在洪洞大槐树下汇集转迁，此
处也成为知名移民遗址，成为移民
后裔共同的乡愁。

再现 600 多年前的那

段悲壮历史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
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
鹳窝。”在悲戚的歌声中，演出开始
了：人们扶老携幼来到大槐树下，却
被告知要迁往外地。儿子拜别老父，
兄弟砸锅各取一份以便日后相
认……第二届大槐树孝文化节暑假
期间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举
行，大型实景演出《大槐树移民》感
动了不少观众。

“他们太可怜了。”一个 7 岁的
小女孩看得入神，看到老百姓被官
兵带走，更是哭得不能自已。“暑假
带孩子过来，是想让她了解祖先故
事，学会感恩、孝顺。”孩子的母亲梁
女士说。

王明明是剧中官兵首领扮演
者，由于演得太逼真，还曾被看演出
的小孩子打过。“这也是对我表演的
认可。”王明明说，“每次演出都有人
落泪，甚至有人常坐不起。”

明朝初期，频繁的战乱使中原
地区人口骤减，为巩固统治，恢复生
产，明朝政府决定从人口兴盛的山
西向中原地区移民。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正史中没
有记载，主要是各地家谱、碑文等有
记载。”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文化
顾问樊德昌说，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大槐树移民是官方组织的规模最
大、移民人口最多、持续时间最长、

影响范围最广的移民。而洪洞是一
个集散地或说是办理手续的地方。

关于大槐树的那些传

说是真的吗？

移民是被骗到大槐树来的吗？
有传说认为，人们不愿离开故土，明政府便广贴告示，

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愿迁移者，
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消息赶来后，却发现被骗了，只能被
迫移民。

樊德昌认为，这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根据。大槐树移民
前后持续了近 50 年，明政府不可能总骗老百姓，而是提出
了很多优惠政策，如减免税赋，发放银两、种子、耕牛等。

移民后裔小脚趾指甲都是复形？
据说，官兵在移民的小脚趾指甲上，用刀子砍一刀作为

记号，以防逃跑。至今，移民后裔的小脚趾指甲都是复形的。
来自浙江省乐清市的游客金康焕就是跟着传说而来

的。“我们家人都这样，所以就总想自己会不会也是大槐树
移民，就过来祭拜。”

樊德昌说，从遗传学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会
有这种传说，是人们想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辨认老乡。

“解手”一词来自大槐树移民？
在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内，所有的卫生间都叫“解手场”，

而当地人也称如厕为“解手”。有人认为，为避免移民逃跑，
官府下令将所有人从背后捆手，用长绳联结在一起。在押解
途中，要上厕所就得让解开手。后来，“解手”也就成了如厕
的代名词。

樊德昌认为这也是后人的一种编排、演绎，没有可靠依
据。“关于大槐树的很多传说都是没有根据的，但有趣动人，
具有传奇色彩，对此，大家不用去计较其真实性，听之一笑
即可。”

寻根祭祖诉乡愁

数百年沧桑轮回，明代古大槐树早已毁于水患，现存的
是与古大槐树同根生的二、三代大槐树。陆续有人回到大槐
树下寻根问祖，慎终追远。

赵志旭是河南封丘县姚务村农民，在三代大槐树处驻
足良久后，他将红、黄色的祈福带系了上去。

“老祖宗就是从这里移民到河南的，还定下了世代耕
读的祖训。”赵志旭说，姚务村有 2000 多人姓赵，都是大槐
树移民后裔，“寻根祭祖荫蔽子孙”是根植在人们心中的一
个信条，因此，来这里祭祖也成了姚务村村民们共同的心
愿。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每年收到大量寻根问祖信函，人们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自己血脉的故事。“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最多，还有香港、台湾等地寄来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工作
人员说，有一年，江苏丰县张氏来信寻根，工作人员将其家
谱与洪洞县冯张村张氏家谱比照后发现，二者记载的方位、
距离和迁移时间正好一致，两地张姓本是一家。

为满足人们祭祖愿望，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每年在清明
节、中元节、寒衣节都要举行祭祖大典。平日里，寻根祭祖园
也有祭祖仪式展示。“洪洞大槐树祭祖习俗”也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人们来大槐树不仅是游玩，更是感受文化，了却寻根
的心愿。”樊德昌说，大槐树移民文化有着强大感召力，这种
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的情结，构成了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中厚重的亲情文化和根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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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内观看实景
演出《大槐树移民》（7 月 4 日摄）。新华社记者马平摄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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