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谓 “彗星式” 调研？ 一位乡镇干部说得好：
省里下来个分管副厅长调研， 市里要安排副市长
陪， 副市长叫上副局长， 副局长又拉上业务科长。
到了县里， 再加上县委书记、 县长、 副书记、 分管
副县长……就像拖着一个长长尾巴的彗星。 （7月
17日 新华网） □老笔

连日来 ， 全国多地暑热持
续。 16日， 杭州市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 未来晴热天气还将 “火力
全开”。 按照劳动部门的相关规
定， 高温天气企业应当采取换班
轮休等方式， 缩短劳动者连续作

业时间， 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
作业劳动者加班。 但记者采访发
现， 仍有一些工地为了赶工期，
工人顶着烈日酷暑干活， 调整作
息的 “休息令” 形同虚设。 （7
月17日 新华网）

酷暑来临， 热浪侵袭， 全国
高温持续。 劳动者高温下的权益
保障受到挑战。 在媒体和公众持
续地关注下， 劳动保障部门加大
了高温补贴的宣传和查处力度。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一些用工单
位无视法规， 或者用降温设备、
物品来糊弄劳动者。

虽然国家对高温补助的规定
出台了很多年， 但一些用人单位
并没有严格执行， 高温补贴成了

“纸面福利”。 因此， 劳动保障部
门把高温费发放作为维护劳动者
权益的切入口， 这是应该的。 不
过 ， 比落实高温补贴更重要的
是 ， 要 保 障 劳 动 者 的 生 命 安
全 和身 体健康 ， 杜绝安全事故
的发生。

国家几部委联合出台的 《防
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 中， 高温
补贴仅是一个要点， 除了高温补
贴， 该办法还对劳动者在高温下
的 工 作 时 间 ， 作 了 明 确 的 规
定———比如， 在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 40℃以下时， 用人单
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
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 且在
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

室外露天作业。 这样的保护性规
定 ， 被媒体和公众解读为高温
“休息令”。 很显然， 高温 “休息
令” 意在保障劳动者的健康。

可见， 高温福利的外延不止
是高温津贴， 它还包括了对劳动
者健康的保障。 有些用人单位以
为按规定足额发了高温补贴， 就
可以逼迫工人继续高温作业， 其
实， 这是一个认知误区。 即便用
人单位按时足额发放了高温津
贴， 也不能以此强制劳动者冒着
高温持续工作， 不能让高温侵蚀
了劳动者的生命与健康。

然而， 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赶
工期， 或者是为了追求效率， 要
求劳动者在高温下持续高强度地

工作， 不想让工人休息。 但是，
劳动者休息不好， 无疑是在透支
自己的健康 ， 乃至生命 。 事实
上， 高温下的持续工作， 提高了
事故发生的概率 ， 一 旦 发 生 了
伤 亡 的 悲 剧 ， 最 后 要 为 事 故
买单的还是用人单位 。 所以 ，
严格遵守高温 “休息令”， 是体
恤劳动者， 也是在帮自己降低劳
动成本。

尊重法律， 敬畏劳动者的生
命和健康， 是每一个用人单位都
应当警示的底线。 发放高温补贴
的 同 时 ， 确 保 劳 动 者 的 高 温
“休 息令 ”， 没有可讨价还价的
余地， 别等发生了事故， 再拍大
腿后悔。

建谈 ： 据网信部门统计 ， 1
至6月， 各部门已查处关闭违法
违规直播平台 73家 ， 累计关闭
91443个直播间、 清理120221个用
户账号， 封禁38179个违规主播账
号， 并将1879名严重违规主播纳入
永久封禁黑名单。 自从直播在网上
兴起之后， 有关直播问题的报道和
争论就没断过， 低俗、 涉黄等各种
直播乱象层出不穷 ， 备受诟病 。
这时就需要社会管理快速反应、
同步跟进 ， 主动创新 、 积极介
入， 适时做出相应干预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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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之下“休息令”不能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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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弱势群体就业需要更多的爱心呵护

■每日观点

海外“游学”
不能游离监管之外

木须虫： 7月15日上午9时，陕
西师范大学2017年录取通知书的书
写工作开始。 老教授用尖细的小楷
狼毫笔蘸上墨汁， 仔细对照着一
份录取名单，然后在录取通知书上，
一笔一画地写下新生的姓名、 专业。
自2007年起，陕西师范大学开始采用
毛笔书写的方式， 为新生献上一
份沾染墨香的录取通知书。 手写
通知书所传递出的传统文化温
情，令人感动，从另一个角度折射
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网络直播乱象频出
亟待管理规范

手写录取通知书
传递传统文化温情

■世象漫说

共享床铺也应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经营

进入暑期以来， 面向孩子
的旅游市场日趋火热，其中，海
外游学项目尤为惹眼。 价格不
菲的海外游学在北上广等一线
城市缘何越来越受追捧? 谁在
操作这些海外游学项目? 海外
游学过程中， 孩子在异国他乡
的安全如何保障? 围绕这些问
题，《法制日报》 记者展开了调
查。 （7月17日《法制日报》）

随着暑期来临， 海外 “游
学热” 也将如期而至。 如 “美
国东西海岸+大瀑布+名校游
学12～14日游” “2017暑假美国
加州圣地亚哥微留学15日游”
“英国影子朋友1对1插班15日
游学游”“加拿大游学15晚16日
游”等海外游学产品，均在火热
预订中。 然而，内行看门道，外
行看热闹， 海外游学看似热闹
非凡，但大都是“只游不学”、盲
目跟风的 “烧钱” 游戏， 不仅
背离了 “游学” 初衷， 而且隐
藏各类风险。

对于海外游学， 目前国家
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行业标准
和制度， 导致市场管理比较混
乱， 游学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不少机构打着 “教育 ” 的幌
子， 将学生们带到国外旅游景
点， 实质却仅仅停留在 “到此
一游” 的层面， 教育内涵和价
值大大缺失。 更有甚者， 为了
牟取眼前利益， 不惜雇用 “黑
车”、 降低餐饮质量、 聘用无
证 “黑导”， 连孩子们的人身
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这给游
学活动带来了巨大隐患。

海外游学， 不能游离监管
之外。 首先， 应制定全国统一
的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对
国内外游学产品开发、 操作规
范、 市场规则、 资格准入管理
等， 进行政策支撑和指导。 同
时， 应创新教育发展模式， 将
国内外游学作为社会实践学习
内容 ， 纳入中小学的教学计
划。 再者，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可建立若干个国际、 国内 “营
地教育” 接待示范基地， 规范
接待标准， 引导国内外游学向
健康、 规范的方向发展。 特别
是 ， 国家层面应出台有关法
律， 保护未成年旅游者的合法
权益。 □张西流

尊重法律， 敬畏劳动者的
生命和健康， 是每一个用人单
位都应当警示的底线。 发放高
温补贴的同时， 确保劳动者的
高温“休息令”，没有可讨价还
价的余地，别等发生了事故，再
拍大腿后悔。

继共享单车、 共享雨伞、 共
享充电宝等产品后， 共享睡眠舱
又来了， 和 “共享单车” 一模一
样的流程， 扫描、 计时、 付费。
不过究竟共享睡眠舱属不属于共
享经济， 这点还存疑。 有关专家
指出： “实际上这种酒店不能算
‘共享’， 睡觉是很私密的事情，
与共享单车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
类似分时酒店、 钟点房。” （7月
17日 《北京青年报》）

前些日子， 位于中关村中钢
国际广场创业公社的共享床铺着
实火了一把 。 经各路媒体报道
后， 人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休息
方式 。 特别是白领 ， 中午都想
“眯” 一会儿。 但由于条件的限
制， 中午一般也就是趴在办公桌

上打个盹。 而共享床铺则不同，
花不了多少钱， 就可伸直了腿，
在仓内小睡一觉。 共享床铺刚一
开业， 就吸引了众多的白领前来
体验。 可好景不长， 据中国新闻
网7月17日报道， 该共享床铺在7
月15日上午就关门停业， 已被警
方查封， 具体原因尚不得知。

我们从共享床铺的经营方式
和模式来分析， 虽然和传统的旅
馆有区别， 但实质上还是一种带
有租赁性质的 “胶囊旅馆”。 既
然是旅馆， 就必须严格遵守有关
旅店业的法律法规。 首先， 根据
相关规定， 经营旅店要到卫生部
门办理卫生许可证、 到公安局办
理特种行业许可证， 到消防部门
办理消防安全许可证、 到工商局

办理营业执照。 只有所有证照
齐全， 才能营业； 其次， 根据
相关法律， 所有到旅店住宿的
人员都要进行登记。 而使用共
享床铺不用进行身份证登记 ，
只要扫码后即可入住明显违反
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相关

规定； 再次， 在一个高密度 、 全
封闭的环境里， 卫生消毒、 消防安
全、 通风噪音、 逃生通道等等是否存
在问题， 在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检验合
格后， 是不能营业的。 无论何种
业态， 何种共享， 都必须在合法
的前提下经营。 □许庆惠

嘉兴平湖市当湖街道如意社
区的王先生激动地说： “今年初
原先工作的企业倒闭后， 一直闲
在家里 ， 想不到今天来这里应
聘， 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谢
谢工会提供这个平台。” 据了解，
今年以来， 平湖市总工会通过网
上发布就业信息、 举办就业招聘
等多渠道、 多举措、 多形式， 成
功帮助2000多名就业困难人员实
现就业。 （7月17日 《浙江工人
日报》）

长期以来， 包括下岗职工在
内的弱势群体的就业工作， 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难点、 热点问题。
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里， 如果没有弱势群体的和谐，
整个社会都不可能真正和谐。 所
以， 关爱弱势群体， 尤其是帮助
他们解决就业难题， 提高幸福指
数， 理当成全社会的共识。

在这一点上， 平湖市总的一
些创新举措， 值得点赞！ 的确，
作为职工 “娘家人”， 工会组织
在维护职工权益、 促进弱势群体
就业等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人
力资源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 “娘家人 ” 都乐于搭建平
台， 在企业与就业困难群体之间
牵线搭桥， 甘当 “红娘”， 我相
信， 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题会得到
很大缓解。

据悉， 今年以来， 平湖市总
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着手， 初步
掌握困难就业人数及就业意向，
积极采取挖掘式招聘、 定单式培
训、 创业式帮扶、 联动式服务等
多种方式促进就业。 另外， 参与
的企业也都低门槛招聘， 并相应
提高了保险福利待遇， 这对于弱
势群体来说， 肯定是大好事。

简而言之， 帮助弱势群体解
决就业难题， 也不仅仅是工会组
织的事， 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
界都应伸出热情之手 、 关爱之
手， 搭建更多的网络平台， 开通
更多的绿色渠道， 方能真正解决
问题。 □和法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