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个 “奇葩” 企业名来博取眼球的行为将被画
上句号。 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就 《企业名称禁限用规
则》 《企业名称相同相近比对规则》 公开征求意见，
规范企业名称审核。 意见稿指出， 有消极政治影响
的、 含有封建文化糟粕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 涉
及毒品色情暴力等企业名称均将禁止使用不予注册。
（7月14日 《北京日报》） □朱慧卿

与往常一样，“职工驿站”的
创始人、 中国职工电化教育中心
主任郭孝实又度过了忙碌的一

天。自创办“职工驿站” 以来， 他
已经数年如一日地如此辛勤工
作， 为 “职工驿站” 这个APP忙
碌， 力争将其打造成职工精神的
家园、 素质提升的加油站和事业
发展的助推器。 （7月13日 《经
济参考报》）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对人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操
作能力，是助推事业创新发展，增
强发展活力的先决条件。同时，对
职工个人而言，接受继续教育，始
终保持知识技能上的更新换代，
不仅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也是提
升自我素质， 适应社会大发展之
必须。因此，加强职工教育具有重
要意义。

互联网时代 ， “互联网+职
业” 教育， 为广大职工接受再教
育，提供了便利条件。据悉，中国
职工教育服务网集教育内容、传
播渠道为一体的网络职教新平
台———“职工驿站”APP全面覆盖
各类型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自
2015年11月正式上线以来， 用优
质、优惠、便捷、优越的教育产品
和服务项目， 为职工搭建起了学
习的平台。

尤其是快节奏生活的当下 ，
广大职工工作生活压力大， 时间
也安排得满满当当， 即使想学习
不是没时间没精力，就是没机遇。
而 “职工驿站 ”APP，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让职工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碎片的时间，学习碎片式的知识。

如此一来， 即便不是为了提高学
历水平，但日积月累的学习，无疑
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和工作技能的
提升。

可以说 ， “互联网＋职工教
育”是职工素质“增速器”。不过，
要让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笔者
以为， 一方面中国职工教育服务
网及 “职工驿站 ”APP，应根据形
势变化和职工需求， 不断完善功
能，使平台的内容更丰富多彩，为
广大职工提供技能、素质、生活、
文化等全方位服务， 以更好满足
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次， 广大职工也应具有学
习的主动性，自我加压，自觉弥补
工作中存在的知识和技能缺失，
通过再学习、再深造，增强自我应

对新形势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
于用人单位而言， 不妨为广大职
工缔造学习的氛围， 从学习时间
上给予保障， 让职工能够结合自
身需求， 毫无顾忌地投入到学习
中， 而这未尝不是为了单位事业
的大发展。

无疑， 终生学习已经成为了
人 们 的 共 识 。 同 时 ， “ 互 联
网+” 为一切领域的创新发展提
供了可能。 数字显示， 我国职工
总人数目前已达3.5亿 ， 其中工
会会员突破2.87亿人。 这也就意
味着， 广大职工接受教育的需求
是多元化的。 由此也可见， 职工
教育工作， 更是推动社会创新发
展的必然要求， 理应借助 “互联
网+” 做足做强做大。

张立美： 暑假刚刚开始， 各
式各样的暑期班迅速火爆起来。
一个孩子动辄参加四五个、 五六
个暑假班， 还有孩子参加9个暑
假班。 很多孩子表示 “放假比上
学更累”。 和这些孩子一道受累
的， 还有送孩子上暑假班的家长
们。 孩子报班要量力而行， 只给
孩子报他们感兴趣的少数几个兴
趣班。 这可以避免让暑假沦为第
三个学期， 既能杜绝了孩子放羊
过暑假， 继续学习， 又能让孩子
享受到假期的休闲和快乐。

■每日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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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企业名称

□杨李喆

“互联网＋职工教育”是职工素质“增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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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拧紧儿童暑期“安全阀”的每个螺丝

■每日观点

大学生暑期实践
为何总易被欺骗

淮声： 近日， 北京警方发挥
警务大数据侦查优势， 19天成功
破获全国首例网上传播家庭摄像
头破解软件犯罪案， 抓获涉案人
员24名。 这次家庭摄像头入侵事
件， 也给智能手机、 可穿戴设备
以及智能物联网终端等所有时下
流行或正在崛起的智能网络设备
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 智能摄像
头能被黑， 其它智能终端的安全
防护有没有漏洞和风险？ 对此必
须未雨绸缪， 给予足够的重视。

暑假给孩子报班
要量力而行

家庭摄像头被黑
敲响安全警钟

■世象漫说

对共享单车管理应在精细化上下功夫
利用暑期参加爱心支教活

动， 到达支教地点后才发现，
主办方非但没有相关资质， 竟
然还开起收费性质的辅导班。
近日， 陕西数百名大学生， 经
历了一场闹剧 。 记者调查发
现 ， 这些大学生参加的所谓
“陕西爱心支教联盟 ” 背后 ，
是一家名为陕西尚思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的商业机构。 7月14
日， 集中出现 “支教变收费辅
导班” 的陕西省汉中市， 当地
教育局向北青报记者回应， 经
调查， 涉事企业并无举办支教
活动的相应资质， 目前相关部
门已对其进行查处 。 (7月16
日 《北京青年报》)

大学生打暑假工遭受骗
局，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了。大
学生为何屡屡受骗，原因有以下
几点：如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
而他们因为欠缺工作经验，只
是临时打工，对于薪资、待遇等
方面要求不高， 维权意识也较
弱， 多数不会主动要求与用人
单位签订劳务合同， 这些都让
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针对大学生打暑假工易遭
受骗局的问题。 需要学校引起
重视， 并负起自身的责任来。
比如此次数百名大学生集体受
骗事件中， 骗子并没有支教活
动资质， 却以此为幌子， 公然
进高校、 进课堂宣传， 骗子为
何能混进高校公然行骗？

除了大学生自己要能擦亮
眼睛， 要具备分辨能力， 也要
有维权意识。 学校、 家长及劳
动监察、 公安等相关部门， 都
要介入其中， 形成合力， 避免
大学生陷入骗局中。 比如高校
在平时要加强教育， 让学生们
更具维权意识与分辨能力， 高
校还要加强校企合作， 让大学
生进入正规的用人单位参加暑
期兼职， 保障好大学生的劳动
权益； 虽然大学生已经成年，
家长也要多关心孩子假期兼职
的情况， 这并不是对成年的孩
子不肯放手， 而是对孩子正确
的引导与帮助。 相关部门也要
加大对非法机构或不法用人单
位的打击力度， 还要能疏通学
生们维权的渠道， 降低维权成
本等等。 □戴先任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 对人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
高。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
技术操作能力， 是助推事业创
新发展， 增强发展活力的先决
条件。同时，对职工个人而言，
接受继续教育， 始终保持知识
技能上的更新换代， 不仅是做
好工作的基础， 也是提升自我
素质，适应社会大发展之必须。
因此， 加强职工教育具有重要
意义。

近日， 前门地区多条胡同禁
行共享单车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
热议， 共享单车该不该被禁？ 被
人质疑的这种管理方式， 是否太
过一刀切？ 记者在前门地区展开
调查时， 大多数当地的居民和游
客都对禁行令表示拥护和理解。
不过， 在保安和志愿者禁行拦阻
时， 由于言语简单粗暴， 几次与
骑车人发生言语冲突。 一些骑车
人表示， 比起一道严苛的禁令，
温和劝导或许更能代表北京形
象。 （7月15日 《北京晚报》）

共享单车自打出现在北京街
头就以其节能环保、 方便快捷而
深受人们的喜爱。 不但解决了市
民 “最后一公里” 的出行问题，

也让许多外国、 外地游客能够骑
着共享单车穿行在北京的胡 同
深 处 ， 领 略 古 都 北 京 的 独 特
魅力 。 但同时我们也承认 ， 伴
随 着 共享单车的热潮也出现了
许多问题 ， 其中就包括乱停乱
放 、 肆 意破坏 、 妨碍其他行人
和车辆通行等等。

面对共享单车乱象， 一些地
区采取的简单禁止的做法有待商
榷。 首先， 不可 “一刀切”。 骑
车逛胡同是最好的选择 。 外国
人、 外地人到北京来旅游， 许多
人都想逛一逛北京的胡同。 逛胡
同坐汽车不行， 走着太远太累，
只有骑自行车是最好的选择。 胡
同一禁行， 就会让游客感觉到很

不方便 ； 其次 ， 应一视同仁 。
不能区别对待。 普通自行车可
以通行， 而共享单车、 外卖送
餐车、 快递车却不能通行， 这
有些不公平。 从法律上讲， 骑
车人都有平等的路权， 单单禁
止共享单车通行于法无据； 再

次， 应禁行有据。 到底是由哪个
部门作出的禁行决定并不明朗 ，
也没有向社会发布禁行公告 ， 容
易引发纠纷。 所以， 作为管理部门
和运营企业应在精细化管理方面多下
功夫， 联起手来， 共同解决共享单
车存在的问题。 □许庆惠

暑假往往是一年中孩子们最
快乐的时候， 也是意外伤害高发
的时段。 6月份以来， 甘肃发生
了9起学生安全事件， 学生暑期
安全不容忽视。 为此， 甘肃省教
育厅近日紧急下发通知， 要求各
地各校要把防溺水宣传教育作为
暑期重点工作； 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和防溺水自救能力； 加强与家长的
联系， 提醒家长增强安全意识和
监护意识。 （7月16日新华网）

拧紧儿童假期的 “安全阀”，
家庭应承担主要责任 。 放暑假
后 ， 家长应给孩子上一堂安全
课， 告知孩子什么事能做， 什么
事不能做， 什么事怎么做， 出现

意外怎么办等。 比如， 家里的电
器 、 煤气灶使用 、 门窗的控制
等 ， 要让孩子有一个基本的认
识， 对不安全因素和可能发生的
意外， 要让孩子知道第一时间的处
置办法。 孩子做了不该做的事， 家长
应予以说服教育。 儿童安全过好暑
假， 家长要比孩子在学校上学时
更多一些关心， 更多一些陪伴。

放暑假后， 家庭成员要做一
次明确分工。 正如每天接送孩子
上下学一样， 什么人看管孩子，
看管孩子的重点在哪里 ， 怎样
处理看管过程中的问题， 要在
家庭成员中形成共识。 将孩子交
给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等老人看

管， 要告知老人不要让孩子远离
视线。

除了家长， 社会也应分担家
长压力， 做些实际有用的工作。
儿童离校前， 学校应做一些安全
常识方面的教育和宣传 ； 离校
后， 可以通过QQ群、 微信群和
儿童返校、 交流等， 与他们进行
经常性沟通， 减轻儿 童 的 空 虚
无 聊 感 觉 。 社 区 可 专 门 针 对
儿 童 组 织 自 助 娱 乐 活 动 ， 让
大 孩 子 带 小 孩 子 ， 让 小 孩 子
跟着大孩子； 社会其他组织、 志
愿者也可以帮助孩子补差 、 补
缺， 搞一些兴趣活动， 为儿童安
全过暑假助一臂之力。 □卞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