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5日， 江苏省政府法制办
公室就 《江苏省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 办法
（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
见稿明确规定， 女方享受产假期
间， 男方享受十五天护理假和不
少于十五天的共同育儿假。 也就
是说， 男方有望至少享有30天的

假， 可以照顾妻子出了月子期。
（6月6日 《现代快报》）

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女
方享受产假期间， 男方享受十五
天护理假和不少于十五天的共同
育儿假。 这也就意味着， 男方有
望享受至少30天的 “奶爸假 ”，
按照中国民间 “坐月子 ” 的传
统 ， 可以照顾妻子出了月子期
了。 这当然是件好事， 因为对于
绝大多数的中国普通家庭来说，
妻子生产的时候， 都会让男方的
父母或女方父母前来侍候月子，
但很多父母原来并不是和子女生
活在一起的， 从外地来了以后，
人生地不熟， 不管是买东西、 办
事情， 都很不方便， 而女方在月
子期又不能出门， 如果丈夫能够
享受一个月的 “奶爸假”， 问题

就将迎刃而解。
当我们为此感到高兴的时

候， 也要看到， 其实对于 “奶爸
假” 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不管
是 《妇女权益保障法》 还是新的
《劳动法 》， 对此都有相关的规
定 。 比如 《劳动法 》 就明确指
出： 职工实行晚婚的， 在法定婚
假的基础上增加婚假二十天； 实
行晚育的， 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
增加产假十五天， 同时给予男方
护理假十天。 而各省市会在国家
规定的基础之上 ， 根据自身情
况， 通过条例、 办法等等方式，
对男方的护理假给予保障或适当
的延长， 江苏省目前的规定， 就
属于此列。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奶爸
假” 虽然是越长就越好， 但如果

在现实中得不到落实， 沦为了纸
面上的假期 ， 那么对劳动者来
说， 无疑还是画饼充饥。 实际上
从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 关于男
方的护理假问题， 在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等 “正规”
的单位 ， 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落
实， 而到了民营企业、 个体工商
户等等那里， 落实的情况就差强
人意了。

而背后最大的原因， 在于身
在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
业工作的职工来说， 可以大大方
方地提出休假申请而不用担心被
拒绝、 被刁难， 甚至是被找各种
理由调岗、 辞退、 开除。 但是在
民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工作的劳
动者， 即便知道有这个假期， 也
知道这是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

却轻易不敢主动申请休假， 或者
说申请到的假期也会严重打折，
如果坚持足额休假， 就可能引起
用人单位的反感， 事后遭遇各种
形式、 明里暗里的 “报复”， 甚
至连饭碗都丢了， 这显然是劳动
者不能承受之重。

因此， 我们不能只把眼睛放
在 “奶爸假” 的长短上， 还应该
放在落实上， 尤其是民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的落实上。 最好的办
法， 是在保障用人单位利益的基
础之上， 把其变为一种强制性休
假 ， 而 不 是 由 劳 动 者 自 己 去
申请， 去争取。 如果有用人单位
随意剥夺劳动者休假的权益 ，
则给予必要的惩戒和处罚， 只有
这样， “奶爸假” 才会落实到实
处。

■世象漫说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伊一芳：学校周边的小卖部、
小摊点兜售三无食品现象较为常
见。 有媒体近期在一些农村地区
采访时了解到， 这些不起眼的小
卖部、小摊点，正成为损害农村儿
童健康的“窝点”。教育部门要对
学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给予足够的
重视， 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
动，教育学生要远离流动摊档。同
时，还要加大社会宣传引导力度，
提高家长食品消费安全意识。

徐友才：“工匠精神，是‘中国
造’要补的精神之钙，让工匠精神
回归， 塑造工匠精神推动中国制
造升级。 ”6月3日下午，一场名为
“湖北视野下的《工匠精神》”的讲
座在省图书馆举行， 以全省领读
者代表为主的500名观众参加讲
座，共读《工匠精神》。 阅读能够
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阅读能够提
振精神、 凝聚力量……推动全民
阅读、 激发社会公众的阅读热情
需要更多的领读者。

“演技”
6月5日， 浙江温州瓯海区人民检察院批捕了一

名涉嫌诈骗罪的女子。一看案情，跑了多年的政法线
的记者也惊呆了：见多了能演的骗子，没见过这么能
演的。 离异、无业……在人生低谷，温州女子夏某凭
借绝佳的演技，重新“包装”自己，不仅有了老公，还
有了情人，财富也不缺了。 她一人分饰四个角色，在
她的戏里， 甚至连受害者也在无意中成了她骗其他
人的“棋子”。 (6月6日《都市快报》) □老笔

激发阅读热情
需更多领读者

□苑广阔

“奶爸假”关键不在长短而在落实
我们不能只把眼睛放在

“奶爸假” 的长短上， 还应该
放在落实上 ， 尤其是民营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落实上。 最
好的办法， 是在保障用人单位
利益的基础之上， 把其变为一
种强制性休假， 而不是由劳动
者自己去申请， 去争取。

大学生实习烦恼
凸显多重问题

自助收银对商家和顾客都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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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次实习都能如
愿 ‘赚经验’， 有的单位只是让
实习生 ‘打杂’， 充当 ‘廉价劳
动力’。” 日前， 华南师范大学新
闻学专业大四学生蔡燕株向记者
讲述了她实习的烦恼。 （6月6日
《工人日报》）

大学生的实习烦恼并不是小
事， 它既关乎大学生实习的真实
性和能否积累实践经验， 又关乎
大学生就业后能否及时进入角色
和适应工作， 进而言之， 还事关
社会人才培养。 出现这种情况，
至少暴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
企业短视， 也许接受实习生的企
业不会需要也无法同时接纳全部
实习大学生， 因而存在 “替他人
作嫁衣” 的现象， 于是并不热情
为大学生提供对口的实习岗位。

二是高校责任心欠缺。 大学
生实习是教学的延伸， 高校要对
大学生负责， 一方面要与企业签
订实习合同， 确保大学生按岗位
对口实习， 这既是保障大学生权
益的必然， 也是保障高校生产的
大学生成为 “优等品” 的需要，
且事关高校的声誉， 高校不能含
糊， 可是对此， 不少高校三缄其
口， 有的视而不见， 真是咄咄怪
事； 另一方面， 要监督企业是否
严格按合作协议保证大学生对口
实习， 防止企业损害大学生的权
益， 然而， 鲜有高校站出来为大
学生撑腰， 以至于大学生吐槽，
值得高校深思。

三是保障大学生实习的法律
法规缺失。 企业之所以把大学生
当成廉价劳动力， 固然有企业招
工难的因素 ， 于是趁机奴驭一
把， 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况且在
接受实习生方面， 企业处于强势
地位， 高校以及大学生本人有求
于企业， 有的高校也只好假装不
知道， 而大学生只能忍气吞声。
这正是由于法律法规缺失， 高校
和大学生的实习没有刚性的法律
保护， 只能任企业调配。

因此说， 大学生实习的烦恼
暴露多重社会问题，但这又不是高
校和大学生自己完全可以解决的，必
须从源头立法约束企业，高校的腰
杆才能硬起来， 大学生实习的权
益也才能真正有保障。 □犁一平

■有感而发

工人席地午休到底是谁的尴尬
6日中午，在杭州余杭塘路69

号附近的人行道上，2位身穿 “隧
道股份” 工作服的工人师傅席地
而卧，有行人看见后关心地提醒，
人行道上和绿化带里很潮湿的
……一名师傅答道， 他们在这条
路上施工，中午也没地方去，就躺
地上午休一会儿。 （6月7日《浙江
工人日报》）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这是
常理。工人师傅干活通常都很累、
很苦， 他们比一般人更需要午休
一会儿来恢复体能， 才能接着干
下午的活。然而谁能想到，由于工
作环境和各种条件所限，现实中，

有些工人所谓的午休， 不过是席
地而躺，且时间较短，不仅让人看
了心酸， 而且也说明相关部门的
一些服务工作并没有做到位。

工人在人行道上席地午休 ，
一来很不雅观， 有损城市文明形
象；二来对工人自身有安全隐患，
同时也影响了行人……因此，工
人的午休看似小问题， 却能折射
出一个城市是否有爱心、有善意、
有温暖等，无疑是个大问题，不能
等闲视之。

也就是说， 只要政府相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能多体谅一下路面
作业工人的难处、苦衷，真正把这

些工人的午休当成一项良心工
程、民生工程来抓，最大限度地释
放爱心善意， 工人席地午休的尴
尬才会画上句号， 社会才会更加
和谐、美好。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
办法就是各方齐心合力， 在沿街
路旁有针对性地设立 “爱心休息
点”， 供工人作业之余歇脚休息、
热饭喝水、避雷遮雨等。我们还期
待，在“爱心休息点”的设立过程中，
力求做到数量充足、 分布合理、质
量达标、 功能齐全、 富有人情味
等。这样，工人的午休问题才能得
到真正的解决。 □和法堡

■每日观点

别让“三无食品”
危害青少年健康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 商家开始走上了
转型升级的道路。近日，在北京石
景山区一家大型生活超市新增设
“自助收银台”。 顾客首先扫描选
购的商品，再将商品放至装袋台，
选择付款方式， 最后点击完成付
款、 取走小票及商品等流程。 据
悉，这样的“自助收银台”拒收现
金，支持银联卡、微信、支付宝等
支付方式，给消费者提供方便、快
捷的购物体验乐趣。 （6月7日《工
人日报》）

到超市购物最怕什么？ 许多
人都会说， 怕排队付款。 因为有
时候挑选完商品后来到付款处，
排队等待付款的人还真不少， 少
说也得等上20来分钟， 才能轮上

自己。 东西也装进购物车里了，
只好耐心等待。 要是时间宽裕又
没别的事也就罢了。 可要是赶上
还有别的安排， 那心中真是起急
冒火的。

而超市中的“自助收银台”可
以让顾客不用再排大队付款，通
过自助付款的方式快捷地完成付
款。 而商家只要多设立几个自助
收款台就可以了。 2年前，我到瑞
典斯德哥尔摩探望在此地读书的
女儿， 在超市买菜时， 体验过多
次，十分方便。如果是包装好的商
品，都贴有价签和条形码，在自助
收款机上一扫码即可。 如果是蔬
菜等散装的商品， 先放入包装袋
后过称，然后贴上价签，再扫码即
可。所有的商品都经过扫码后，收

款机显示总金额，然后刷卡付钱，
领取小票。

“自助收银台”对商家来说，
具有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减少顾
客排队现象、 加速交易时间等优
点， 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店消
费。对于顾客来说，一是不用排大

队，节约了宝贵的时间。二是把付
款过程变得快捷。 刷卡、微信、支
付宝一刷一扫即可完成支付。 但
目前看，使用者多为年轻人，中老
年人还是习惯去人工结账。 但无
论如何， 自助收银将是超市未来
发展的方向。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