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促使休假规定真正 落
地， 需要从思想认知、 理念认
同等方面入手， 着力纠正一些
企业单位中存在的 “不用休 、
不应休” 和以不休假为荣的心
态误区 ， 从思想上打消员工
“不敢休 、 不好休 ” 和有假不
去休的心理顾虑与无形阻力。

“我才大三您就让我去相亲？” 当 “母亲大人” 在
饭桌上提起要安排同事 “条件不错” 的儿子跟她见面
时， 广西南宁20岁的女大学生周虹 “内心是崩溃的”。
相亲， 这个时下热度颇高的词， 已不是大龄男女的专
属， 越来越多像周虹这样的低龄女大学生， 也在父母
的张罗下， 早早地被卷入相亲市场。 蓦然回首， 她们
已置身于一个相亲低龄化的时代。 （9月1日中新网）

□朱慧卿

奚旭初： 广州动物园动物行
为展示馆9月1日正式闭馆， 将规
划建设为非经营性的科普展馆免
费开放。 这意味着已有24年历史
的广州动物园马戏表演就此谢
幕。动物表演在广州动物园成为历
史，无疑具有历史性意义。 强迫动物
表演取悦人类，已不符合现代文明
理念。 动物表演不仅是动物的悲
剧，而且也是人类的悲哀。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低龄相亲”

□徐建辉

职工休假难根子在理念落后和监督乏力

目前， 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出
台了 “独生子女护理假”， 假期
时间从10天到20天不等， 河南已
经出台一年有余， 但是实施效果
并不容乐观， 鲜见申请者。 （9
月3日 《工人日报》）

其实何止是 “护理假” 难落

实 ， 如同前段时间社会热议的
“陪产假”、 女性员工 “痛经假”
一样， 职工休假难问题一直都饱
受人们诟病。 本来， 有工作就要
有休假， 有公务也会有私事，这
是人的天性使然。可以说，休息休
假权利不仅事关每个劳动者的身
心健康， 也关乎家庭的和谐融洽
和一个职业的幸福指数。同时，休
息休假权和劳动就业权一样，都
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之一，《宪法》
《劳动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等法律法规对此有着明确的
规定。 并且， 给予职工在繁忙紧
张的工作之外必要的休假、 适当
的调休， 也体现了法规制度和用
人单位对职工的人性关怀和福利
照顾。 可是现实很多时候却是有

假难休、 有规定无监督和有的行
业部门好休而有的不好休的问题
常常困扰着广大职工特别是私营
领域的员工。

为什么会有很多职工感到
“假在心头口难开”？ 为什么不少
的单位领导和企业老板对职工申
请休假很是反感？ 为什么明明写
在“纸上”的规定却难以落地？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方
面，这是一个观念认识的问题。长
期以来，重工作、轻休息，重事业、
轻休闲和重集体、 轻自我等理念
认知可谓根深蒂固。 在我国的传
统文化中， 勤勉克己一直为人们
所推崇， 而争取休息休假在某种
程度上仿佛成了追求安逸， 贪图
享乐的表现。在这种认知下，作为

员工和下属， 往往担心自己主动
要求休假会不会成为领导眼中不
求上进的人，而作为领导和老板，
也可能会认为只有埋头苦干 、不
讲休假的职员才是好同志、好员工、
好下属。 这就使原本正常的休假
反而成了难以启齿的敏感话题。

另一方面， 这还是一个法规
制度保障不够完善的问题。 有明
文规定的休假事宜为什么却执行
不下去？ 即使是地方法规， 也有
相应的适用范围， 而不分公私单
位。 这只能说明当前的休假法规
不够完善、 制度不够健全， 规定
缺乏刚性。 正如记者所发现的那
样， “对于如何维权以及法律责
任的问题 ， 在各地的计生条例
中， 多数地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

规定。” 这样一来， 发生有负责
人声称 “本单位没有护理假” 一
说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 要促使休假规定真正
落地， 首先需要从思想认知、 理
念认同等方面入手， 着力纠正一
些企业单位中存在的 “不用休、
不应休” 和以不休假为荣的心态
误区， 从思想上打消员工 “不敢
休、 不好休” 和有假不去休的心
理顾虑与无形阻力。 其次就是要
加快构建完善科学可行、 可操作
的职工休假法规政策体系和落实
执行制度细则及监督处罚规则。
同时要指定明确的监管部门和监
察责任， 建立高效便捷的职工休
假争议投诉解决渠道， 全方位拉
紧职工休假权益的制度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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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技能提升补贴贵在“授之以渔”

■每日观点

“共治计划”有助解决
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李红军： 业余时间， 品茶会
友的悠闲人生对于福建省周宁县
李墩镇老区办原主任蒋景怀来
说，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不会再有
了。 2017年6月22日， 因利用职
务之便， 侵吞专项扶贫款， 蒋景
怀被开除党籍。 因犯贪污罪， 周
宁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蒋景怀有
期徒刑4年2个月。 强化扶贫资金
监管刻不容缓。 有些地方之所以
发生扶贫资金被挪用、 被截留、
被私分、 被牟利的乱象， 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疏于监管。

停止动物表演
具有历史性意义

强化扶贫资金监管
已经刻不容缓

■世象漫说

应让这些珍贵的剪报继续发挥作用
由北京市社工委指导， 北

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
合共享单车企业、 街道社区共
同发布了 “共享单车社会共治
计划”。 “共治计划” 通过企
业与社会组织或社区志愿者团
队的共同合作， 针对某一区域
内的共享单车停放问题进行有
效管理， 共同创建共享单车社
会共治示范区。 （9月3日 《北
京青年报》）

共享单车给城市带来的益
处大于弊处， 符合绿色环保出
行模式， 减轻城市交通拥堵现
象 ， 总体而言属于社会正效
应， 乱停放问题只是成长中的
烦恼， 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解
决。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 管
理共享单车不能只靠打压和清
理， 应想办法促进共享单车分
配均衡化 ， 让积压的 “僵尸
车” 流动起来。

“共治计划 ” 实则是将管
理责任落实到平台、 街道、 社
区 ， 采取多方共同治理的措
施 ， 对共享单车进行有效管
理 ， 从而促使多方利益共同
化 ， 减少纠纷扯皮现象 。 而
且， 加强终端维护需要充足的
人手， 目前平台运维人员与单
车数量比例不足 ， “共治计
划” 增加了维护人员， 这方面
的支出应由平台与政府共同承
担。 虽然看似增加政府管理成
本， 但考虑到共享单车带来的
社会益处， 以及停止投放公共
自行车节省下来的资金， 这点
支出也就不算多了， 何况还能
增加社会底层就业机会。

北京市遭遇的共享单车问
题， 也是一个缩影， 在其它大
城市里亦是如此， 而北京市解
决共享单车乱停放措施， 也具
有参考意义。 “共治计划” 不
再完全依赖行政管理力量， 乃
是激活社会组织力量 ， 能 够
有效动员基层群众 ， 鼓励市
民参与管理 ， 与其自身利益
相 关 ， 符合社区自治管理方
向， 容易获得市民的接受和支
持。 “共治计划” 需要在试点
中不断完善， 并与其他城市传
授交流经验， 共同提高共享单
车管理水平。

□江德斌

近期 ， 多地陆续出台新政 ，
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可以申请一
笔数目不少的技能提升补贴。 那
么， 哪些人能申请？ 补贴标准多
高？ 如何进行申请？ （8月31日
中新网）

技能提升补贴是普惠的 ，有
进一步强化失业保险的功能，发
挥好“兜底与提升”双重功效。诚
如有关人士所认为的， 一个是保
生活，第二是防失业。这笔钱可以
用于“生活开支”，更应该用于自
己的技能提升。如果仅用于前者，
也就是一种普通的补贴， 不能给

技能提升一次机会。 理想的效果
是，给兜底者“雪中送炭”，让提升
者“锦上添花”；让技能提升补贴
既发挥“授人以鱼”的功效，更要
发挥“授之以渔”的作用。

技能提升， 对于个人而言 ，
是适应岗位的需求； 对于中国制
造来讲， 是培养 “大国工匠” 的
必经之路， 也是工匠精神的内涵
之一。 人才是决定性因素， 是顺
利实施 “中国制造2025” 的关键
所在， 具备工匠精神的技能人才
尤其是高技能人才无疑将成为
“中国制造 2025” 的核心力量 。

因此， 技能提升补贴更应该专注
于提升， 个体的提升 “一小步”，
群体的技能才会 “迈大步”。

人才 “缺口” 是潜在的人才
“风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
布的2017年人才蓝皮书 《中国人
才发展报告 (NO.4)》 指出 ， 我
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
“缺口 ” 就是需求 ， 就是空间 ，
也是制定政策的 “风口”。 技能
提升补贴理应成为一个 “风口”，
让提升技能进入 “薪常态”， 以
最快的速度填补 “缺口”， 才能
让中国制造真正起飞。 □李云

张锡明先生今年92岁了， 从
2002年开始， 张大爷因为街道的
活动 ， 与剪报结缘 。 从那年开
始， 剪报的习惯保留下来。 张大
爷做的剪报展板， 也曾在多个单
位进行过展览。 最近这段时间，
张大爷说自己身体不太好， 搞剪
报、 搞展览都有些吃力了， 身边
的这些剪报展板， 不知道有没有
单位能够接收， 让它们发挥更大
的作用。 （9月2日 《北京晚报》）

在10多年的时间内， 张锡明
大爷共精心制作了300块一平方
米大小的剪报展板， 曾经在多个
单位进行过展览。 从众多的报纸
中进行筛选、 剪贴、 裱糊， 还要
蹬着小三轮拉着这些展板四处展
示。 这对一位当年已经70多岁的
老者来说，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如今， 张大爷已经92岁高龄
了， 他已步履蹒跚， 没有体力再
到外面办展览了。 但他又担心这
些饱含他10多年心血的简报展板
被弃之不用， 成为废纸一堆。

人们知道， 旧报纸饱含着时
代的记忆， 它不仅记载了当时社
会的政治、 经济、 人民生活等方
方面面的历史信息， 同时也会唤
起人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从历
史的长河中发现点点滴滴的往
事。 这一点， 特别是对中老年人
说， 至关重要。 而对于年轻人来
说， 可以通过旧报纸了解自己不
熟悉的年代， 增长知识。

其实， 张大爷的剪报展板大
有用武之地，关键是如何组织好。
一是现在经过疏解整治促提升行
动， 许多社区的地下空间都变成

了社区居民的活动室。若是经过
街道、社区相关部门的组织， 就
可以进行流动展出， 社区居民
在活动的同时就可以观看。 二
是现在许多社区、 胡同都建立
了文化墙、 文化长廊等宣传载

体 ， 也可将剪报展板展示出来 ，
供路人观看。 三是现在各区都建成
了“口袋公园”等微型公园， 也可
辟出一角， 举办流动展览。 最关
键的问题是得有部门出面组织协
调实施，才能落地开花。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