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想激发员工的工作
动 力 、 提 高 员 工 的 工 作 业
绩 ， 这都没有什么错 ， 但是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 ， 可以
有 很 多 种 方 式 和 途 径 ， 而
“ 喝 厕 水 ” “ 吃 蚯 蚓 ” 等
等 ， 是最简单粗暴 、 也最不
可取的方式 。

日盼夜盼， 67岁的何奶奶盼来了孩子们的暑假，
原本这个时候， 她的孙子会来她这里度过， 但这次，
9岁的孙子却闹别扭， 就是不肯来何奶奶家。 原来，
孙子竟是因为奶奶家没有WiFi和智能手机， 实在是
“太无聊了”。 （7月31日 《都市热报》） □蒋燕南

7月29日下午 ， 一段据称是
发生在成都新都区大丰一摄影公
司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 视频
里， 因未完成业绩， 员工被公司
要求喝厕所便池里的水。 不少网
友认为视频中行为 “太过分 ”
“践踏尊严 ” 。 记者调查了解

到， “未完成业绩罚喝厕所水”
事件真实发生地为广安岳池九龙
镇一家名为 “大风车儿童摄影”
的摄影店 。 （8月2日 《成都商
报》）

据了解， 强迫未完成销售任
务的员工 “喝厕水” 只是惩罚手
段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让人
难以忍受的 “吃蚯蚓”， 只不过
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事件就被曝
光了。 现在， 主导这次培训并且
把培训视频上传网络的培训师，
已经被当地警方处以行政拘留4
日的处罚， 给这起闹剧暂时画上
了一个句号。 但是视频中被强制
“喝厕水” 的当事人， 身心却受
到了极大的伤害， 尤其是视频被
公布以后， 连她身边的人都知道

了她是一个 “喝厕水” 的人， 其
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近年来类似这种以践踏和侮
辱人格为主要手段的所谓企业培
训层出不穷， 除了喝厕水、 吃蚯
蚓， 还有当众下跪、 自抽耳光、
大街上 “裸奔 ” 等等 。 客观而
言， 如果单纯从效果上来看， 这
样的 “惩戒式培训” 对提高员工
业绩想必是有帮助的， 毕竟多数
员工为了避免自己被惩戒， 只能
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更加拼命才
行。 但是不管这样的培训效果有
多好， 经过如此培训的员工业绩
有多好， 一旦培训行为涉嫌践踏
员工的人格、 侮辱员工的尊严，
或者是对员工的身心带来伤害，
那么这样的培训就应该立即被叫

停， 甚至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
律责任。

企业想激发员工的工作动
力、 提高员工的工作业绩， 这都
没有什么错， 但是为了实现这样
的目的，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和途
径， 而 “喝厕水” “吃蚯蚓” 等
等， 是最简单粗暴、 也最不可取
的方式。 很多培训公司和培训师
热衷此道， 恰恰说明他们除了从
网络上搜集这些自以为高明的旁
门左道， 确实也不懂其他更加科
学、 合理， 又容易被参加培训者
接受的方法和方式。 事实上， 以
往就有媒体披露， 这些打着人力
资源培训招牌的培训公司和培训
师， 很多都是草台班子， 根本不
具备相关的资质。

在这起闹剧中， 同样应该承
担责任的， 还有聘请培训公司和
培训师的企业。 比如在这起事件
中 ， 这家摄影店的负责 人 ， 把
自 己 的 员 工 交 给 培 训 师 来 培
训， 自己就当起了甩手掌柜， 只
等着经过培训的员工给自己创造
更多价值， 而完全不顾这些员工
遭遇了什么， 这样的企业， 能让
员工找到归属感吗？ 能留住真正
的人才吗？

而站在员工的角度， 一旦觉
得自己在培训中人格遭受了践
踏、 尊严遭到了屈辱， 身心遭到
了伤害， 那么该说不就说不， 该
报警就报警。 我们不该忘记， 任
何工作， 都不应该以牺牲人格尊
严为代价。

诸特立： 北京石景山老旧小
区的居民首次用上了电梯 。 近
日， 石景山区八角南路22号楼老
旧楼房成功加装了电梯， 采用了
“居民申请、 免费安装、 有偿使
用” 的 “代建租用” 模式。 老旧
小区加装电梯， 安全依然是需要
摆在第一位的考量因素。 这就要
求我们在加快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步伐的过程中， 通过制定细致规
范的标准以及严格的落实来保障
安全。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奶奶败给WiFi

□苑广阔

践踏人格尊严的企业培训绝不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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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对不礼让斑马线要违法必究

■每日观点

虚假实习证明
亵渎诚信

徐剑锋： 随着反 “四风” 持
续深入以及各地开展 “光盘行
动”， 餐桌浪费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 但是， 近日有媒体在北京、
杭州、 广州等城市多条餐饮街走
访发现， 餐饮浪费呈现一些新苗
头、 新趋势， 倡行节俭之风仍然
任重道远 。 当下 “舌尖上的浪
费” 有反弹和回潮迹象， 餐桌上整
只鸡鸭被倒掉等现象恰恰说明，
“光盘行动” 要深入人心、 自觉自
愿还需在坚持中 “久久为功”。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要确保运行安全

遏制“舌尖浪费”
要久久为功

■世象漫说

应让更多的张佳鑫团队涌现出来
49.9元一份还 “包 邮 ” ，

可回访可刻章……记者调查发
现， 正值暑期高校学生实习高
峰期， 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人售
卖虚假实习证明， 价格从20元
到200元不等， 有的甚至还可
以 “私人定制 ” 。 （8月 1日
《现代快报》）

网络上的虚假实习证明早
已不是新生事物，多年来，媒体
一直对这一问题进行揭露，然
而， 网络虚假实习证明的生存
几乎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发展的
倒是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完善，越
来越“公开透明”了，甚至成了
一种“正式”的经营活动———种
类齐全，明码标价，服务高效，
卖得大方，买得方便。在这种乱
象的背后， 却是亵渎诚信甚至
违法的事实， 网络上的虚假实
习证明不能证明学生的实习表
现，却反证了诚信漏洞。

实际上， 即便没有网络上
的虚假实习证明， 很多学生的
实习证明也是通过亲朋好友帮
忙从相关单位开出的假证明，
实习走过场的占比很高。 笔者
以为 ， 学校应该正视这一问
题， 换一换 “实习管理思维”，
既然这么多学生都开假证明来
应付实习要求， 既然很多学生
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实习或者找
不到理想的实习单位， 既然强
制实习的效果不佳， 学校不妨
把强制实习改成鼓励引导学生
自愿实习， 不妨把实习作为获
得学分的选择之一。 而如果学
校认为有必要坚持强制实习模
式， 则应该主动帮助学生联系
实习单位， 与实习单位对学生
进行共管， 或者探索其它更科
学有效的实习监督模式 ， 比
如， 要求学生提供更多与实习
有关的影视资料， 老师在学生
实习过程中也进行各种形式的
访查， 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对
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实践考核
等， 而一旦发现学生提供虚假
实习证明， 就应该记入学生的
诚信档案 ， 依据校规予以处
分， 甚至延缓、 收回或注销学
生的毕业证。 如果这些措施能
够落到实处， 形成合力， 学生
实习的真实性就会增强， 含金
量就会上升。 □李英锋

据公安部交管局介绍， 今年
上半年， 全国查处的机动车不礼
让斑马线违法行为上升 3.9倍 ，
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的交
通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分别同比
下 降 15.4% 、 5.3% 。 （ 8月 1日
《人民日报》）

小小的一条斑马线， 关乎每
个行人的生命安全。 斑马线上走
的不仅是生命 ， 更是一个个家
庭。 基于此， 我们当然不能只是
“温柔” 地倡议所有机动车驾驶
人礼让斑马线， 须知， 不让斑马
线， 并非是道德问题， 而是一种

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
七条明确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 遇有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
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
的道路时 ,遇有行人横过道路 ,应
当避让。 同时， 被称为 “史上最
严交规” 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 》 也明确规定 : “驾
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不按规
定减速、 停车、 避让行人的， 一
次记3分。”

也就是说， 让所有机动车驾

驶人都不得不按照规定做到 “礼
让斑马线”， 除了要提高司机的
文明开车意识 ， 更须在严格执
法、 违法必究上狠下工夫， 唯有
通过严厉的执法并顶格处罚， 才
能真正让司机们有所触动， 才能
真正治理好这一道路交通安全领
域的顽疾。

当然， 现在也不难发现， 在
斑马线上慢悠悠走路的， 除了老
人孩子之外， 还有很多的 “低头
族”， 这使司机很是头疼。 因此，
行人同样也得学会敬畏斑马线。

□祝建波

曾荣获 “2014北京榜样 ” 、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的张佳鑫， 是
一名1990年出生的年轻人。 虽然
是一名 “90后”， 但他却是老人
的好朋友、 好老师。 2011年， 张
佳鑫发起创立了夕阳再晨公益项
目， 和伙伴们一起走进社区， 教
老年人学习电脑使用技能。 （8
月1日 《北京晚报》）

现如今， 全社会已经进入网
络时代， 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
活， 人们都离不开电脑和网络。
熟练使用电脑和网络对于年轻人
来说不是问题， 但对于老年人来
说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随着
时代的发展， 电脑和网络已经融
进我们的生活之中。 比如说各种
缴费， 从水费、 电话费、 天然气

费等 。 如果不会电脑又不会到
ATM机自助缴费 ， 那只能到银
行排队。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
不会网上预约挂号， 看个病就十
分的不方便。 不会电脑、 不会微
信、 不会用邮箱还会造成老年人
人际之间交往的障碍和对社会认
知程度的降低 ， 使视野越来越
窄。 因此， 不会使用电脑已经成
为困扰老年人的一个大问题。

许多老年人也试图向自己的
孩子学习电脑和网络知识， 但大
多因为记性不好、 忘性大而遭到
孩子的批评而失去学习的信心。
而作为子女， 由于不能用科学的
方法传授， 效果也十分不好。 而
张佳鑫团队则不同。 他们能用老
年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方法传授，

为老年人量身定制个性化学习
计划， 开发出助老学习套餐。

如何能够让张佳鑫式团队
普遍开花， 使更多的老年人能
够顺利地学到电脑网络知识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
是应该对张佳鑫团队的老年人
学习套餐进行复制推广， 在大

学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伍。 二是各
社区应和大学志愿者队伍对接 ，
建立助老学习关系。 三是街道应
给与一定财力支持， 落实教学场
地、 添置教学器材、 组织老年人
学习。 使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