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一家300
多人的企业， 因为苏州市总的普
惠服务涉及职工多种福利， 在职
工的强烈要求下， 组建了工会组
织……两年多以来， 苏州各级工
会开展覆盖线上线下的普惠服
务，不仅受到了职工群众的欢迎，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还带来
了多重效应。 普惠服务给工会吸
引了大量“粉丝”，促成了会员实
名制信息采集工作的顺利实施，
并且， 前来咨询建会的人也越来
越多。 （1月9日《工人日报》）

主动来找工会的人越来越
多， 说明工会在职工心目中的地
位正在日益提升， 而工会地位的
日益提升又充分说明， 工会组织
开展的各项工作、 举办的各项活
动， 真正走进了职工心里， 贴近
了职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 工会与职工之间
其实就是一种唇齿相依、 相辅相
成、 互为依托的关系， 并最终实
现互惠共赢的目的。

工会组织的职责是全心全意
为职工谋利， 代表和维护最广大

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这是由工
会组织的性质决定的。 而职工在
加入工会组织以后， 也应该全心
全意地支持和参与工会组织开展
的活动与工作， 并积极推动和促
进工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这是每
一名工会会员的应有义务。

但在以往的现实工作当中 ，
却并非每一个工会组织都能够得
到职工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也并
非每一名职工群众都能够热心参
与工会组织开展的活动。 原因之
根本，依笔者之见，主要还应该在
于工会组织在工作思路与主动作
为上出现了问题与偏差， 或者出
现了懒作为甚至不作为的现象。
工会组织不尽心履职，就不可能
更好地维护最广大职工群众的根
本利益， 就无法获得职工群众的

高度认可， 久之， 一些基层工会
组织则必然会变成毫无存在意义
与价值的空壳工会、 影子工会。

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工会
组织的工作与活动要想获得职工
的支持与认可真的有那么难吗？
其实也未必。 以笔者十几年工会
工作经历来分析， 只要各级工会
组织能够时刻把职工的衣食冷暖
挂在心上， 只要能够时刻把代表
和维护职工利益作为开展各项工
作与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用
心去思考，用心去谋划，用心去实
施，那么，职工又怎能不对工会工
作给予认可和好评呢？

正如苏州市总工会一样， 其
实他们所推出的普惠服务为什么
会带来多重效应， 并吸引到越来
越多的职工投身于工会组织的怀

抱呢？ 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
把工作与活动开展到了职工群众
的心坎上， 想职工之所想， 解职
工之所需 ， “线下服务线上体
现， 线上服务线下实现”， 所以
他们才会吸引来越来越多的职工
群众成为他们的铁杆 “粉丝 ”，
也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职工
主动前来咨询建会以及加入工会
组织的有关事宜。

所以， 依笔者看来， 只要各
级工会组织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 能够尽职尽责地切实担负
起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义
务， 那么， “主动找工会的人”
就一定会越来越多， 工会组织也
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健康的发展。
从这一点来说， “主动找工会的
人” 当然是越多越好。

史奉楚： 针对近日新闻媒体
报道的“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1
月6日， 国家网信办约谈支付宝、
芝麻信用有关负责人， 指出支付
宝、 芝麻信用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方式， 不符合 《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国家标准精神，违背其签署的
《个人信息保护倡议》承诺。约谈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 说明类似问
题已经引起监管部门重视。今后，
必须有更科学、权威、强硬的保护
公众隐私不被非法侵犯的措施。

维护公众信息安全
需要有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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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张西流： 一年一度的春运火
车票抢票大战开始上演， 近日有
媒体调查发现， 黄牛用虚假订票
截图骗取用户票款和代购费时有
发生。 “黄牛” 假票骗钱， 显然
值得多方反思。 在火车票实名制
限制了 “黄牛” 活动空间的有利
条件下， 乘客应选择正当的渠道
购票， 铁路公安部门应研究火车
票实名制下， “黄牛” 倒票的新
动向、 新手段， 抵制和打击 “黄
牛” 的违法行为。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碰瓷”也有培训班？

□乔木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老人受骗”频发需要多重反思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成立3年的山东新亮律师事
务所济南市民间老年人防诈骗维
权中心日前交出了一份 《老年人
法律观念及维权意识现状调查报
告》。 根据报告， 老年人已成为
诈骗的主要受害人群 ， 32.6%的
老年人曾遭遇过诈骗， 而其中，
营养保健品诈骗为主要诈骗形
式。 （1月9日 《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 屡屡看到老年人被
诈骗团伙 “盯上” 的新闻。 笔者
了解到， 一些独居和空巢老人，
因缺乏情感慰藉和关注， 经常感
到被边缘化， 不法分子于是就利
用老人精神空虚的弱点， 主动嘘
寒问暖后行骗。 同时， 退休后人

的生活圈子相对变小， 信息渠道
狭窄，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人在
生理功能、 智力方面都会有不同
程度的减退， 即使被媒体多次报
道的骗术， 老人还是在被骗之后
才会意识到。 人们不禁发问：“老
人受骗”频发，究竟谁该反思？

老人受骗 ， 子女们先要反
思。 过去的很多案例显示， 那些
被骗的老年人往往都缺少子女 、
亲人的保护和提醒， 如果子女在
精神上多一些关照， 让老人有信
任的交流对象， 很多诈骗悲剧就
不会发生。

老人受骗， 老人自身也要反
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推销员

所透露： “我们的推销手段并不
高明， 就是要抓住一些老人爱贪
便宜、 爱攀比的心理。 通过发放
一些汤勺、菜刀、鸡蛋、洗涤剂等
小礼品或免费旅游来吸引他们，
建立信任后， 老人就会购买产品
了。 ”老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性，
记住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
贪小便宜，肯定上不了当。

老人受骗 ， 相关部门必须反
思。 相关执法部门和消协等部门要
积极作为， 加强对保健品市场的
监管， 对那些搞虚假宣传和欺骗
活动的，要依法严厉打击，对保健
产品要进行质量监督。

□伊一芳

近日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
“碰瓷”团伙陈雪妹等18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令人
意外的是， 这18人竟然出自同一个 “碰瓷” 培训班。
2017年3月的一天，陈雪妹突然想到一个“生财之道”
———利用碰瓷对司机进行敲诈。 在初次尝试成功之
后，陈雪妹竟开起了“碰瓷”培训班，广招学徒，传授技
艺。 （1月9日《检察日报》） □赵顺清

法治社会，必须尊重规则 话说
“十大消费维权热点”

“黄牛”假票骗钱
值得多方反思

“主动找工会的人”越多越好

1月5日， 安徽合肥高铁站一
列开往广州的列车上， 一名带着
孩子的女子以等老公为名， 用身
体阻挡车门关闭不让高铁发车，
并让列车员通知检票员放行其老
公。据了解，当天该趟列车G1747
因天气原因， 进入合肥站时已晚
点， 计划在合肥站停站时间为15
分钟， 该女子的行为并未造成列
车进一步晚点， 在列车停车至第
14分钟时，该事件得到处理，没有
造成网传的导致列车延误4分钟。
目前， 该女子已交由铁路警方进
一步处理。（1月9日中新网）

正常人都知道， 列车、 航班
等特殊交通工具有固定的运行时
间， 除非因为天气等不可抗力，

不会因为某个乘客的迟到而 “晚
点”， 迟到的乘客应自行承担不
遵守规则的后果。 仅仅因为 “我
老公来我就走”， 便用身体堵住
高铁列车门， 阻碍高铁发车的女
子， 毫无疑问是极度自私地在破
坏规则。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 ，
该女子已属于非法拦截交通工
具， 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 最
高可处10日拘留。 此外， 假如造
成公共秩序混乱， 或者有其他严
重后果， 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受
到严厉制裁。 虽然其行为并未导
致列车进一步晚点， 但要知道，
多数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均属于
“行为犯”， 只要当事人有相应行

为， 就已构成违法， 并不以造成
严重后果为前提。

简而言之， 建设法治社会进
程中， 必须尊重规则， 用刚性追
责维护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相关部门不要因为未造成严重后
果而将阻拦高铁作为 “小恶” 而
放纵， 否则就会形成规则人人可

以践踏 ， 底线谁都可以突破的
“破窗效应”。 只有提高执法人员
果断制止违法行为的临场处置能
力和水平 ， 并 “不以小恶而放
纵”， 严肃追责任何破坏规则的
行为， 方能树立规则的权威， 让
社会更有序， 公众更安全。

□史洪举

1月8日， 中消协联合人民
网 舆 情 数 据 中 心 ， 发 布 了
“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
点”， 其中， 老年保健品位居
榜首、 互联网相关领域占据7
项， 后者比前者更引人注目。

十大热点占了七项， 足见
网络消费势头之猛与问题之
多。 网络本是虚拟世界， 如今
与现实生活有了越来越广泛的
联系， 特别是与人们的消费紧
密挂钩， 而消费是要支付 “真
金白银” 的， 发生缺斤短两、
假冒伪劣乃至欺诈、 骗局， 对
于消费者就是实实在在的损
失， 肯定要投诉、 打官司。 然
而， 面对 “虚拟世界” 又往往
陷于无奈， 凭借一己之力很难
维权。 因此， 消费者除了强化
自我保护， 对网络保持必要的
警惕， 更寄希望于有关机构对
网络严格依法管理。

保健品市场乱象丛生非自
今日始， 也不独坑害老年人。
究其原因， 客观上与真真假假
的 “养生讲座”、 似是而非的
“科普知识”、 铺天盖地的广告
营销有极大关系， 某些传媒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主观上人
们越来越注重健康， 无良厂商
抓住了这种心理， 才能大行其
道。 而老年人之所以更容易上
当受骗， 无非两条： 一是信息
不对称， 对急速变化的世界一
知半解， 对 “新技术” “新发
现” 难辨真伪； 二是希望益寿
延年， “有病乱投医”。 解决
这个问题， 政府管理部门要切
实负起责任， 有所作为； 媒体
要有社会担当， 不可 “见钱眼
开”； 老年人要 “认老服输”，
自己不懂的就不要自以为是，
学会自我保护的同时， 还要有
点自我约束意识。

消协称， 2017年消费维权
舆情热点频发。 新型消费方式
日益走红， 网络消费、 信用消
费、 健康消费引领潮头。 可见
维权热点与消费趋势同在 ，
2018年依然。 既然问题不可避
免， 消费者只能面对现实， 惟
不知中消协能够有些什么新的
作为？

□一刀 （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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