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雪： 5月14日， 上海市食
药监局发布通知 ， 要求餐饮店
“公示牌” 上应加贴二维码。 消
费者通过扫描该二维码， 可查询
最近一次监督检查量化分级结
果、 不符合项内容以及该单位是
否通过 “放心餐厅 ” “放心食
堂” 的评估等信息。 餐饮店 “公
示牌” 加贴二维码， 无疑具有多
重作用， 比如， 有利于消费者了
解餐饮店的具体情况， 从而实现
放心消费； 有助于倒逼餐饮企业
依法经营。 此举值得推广。

餐饮店“公示牌”
加贴二维码值得推广

从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的角度看， 厦门职称改革也是
一个突破口， 既打通了技术人
才的晋升通道，又建立了产业工
人靠技术成才、 凭本领吃饭的
机制， 有利于产业工人队伍的
壮大与发展，其经验值得借鉴。

■长话短说

张智全： “凑足一波就走，不
管红灯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的交通乱象在全国各地屡见
不鲜。近期，一些地方采取“刷脸”
执法， 以期根治这一 “顽疾”。目
前，“刷脸” 执法等高科技手段处
于试行阶段， 这一做法在显现出
较高效率的同时也引起了关于隐
私的担忧。在运用“刷脸”技术精
准惩处闯红灯“顽疾”的同时，还
必须兼顾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编外教师”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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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博物馆需要“用科技传承文明”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如今， 社会对孩子的教育愈发重视， 家校共育理念
不断普及， 但在一些中小学， 从批作业， 到课堂值日保
洁， 再到监督学生考试， 在家校共育、 家校合作过程
中， 家长与教师之间的责任边界趋于模糊， 家长正在成
为一支随叫随到的 “编外教师” 队伍。 （5月14日 半月
谈） □王铎

食品安全是外卖行业的生命线 学习劳动楷模
只需多做“一点点”

职称改革：从实际出发，求实际效果

“5·18国际博物馆日” 即将
到来，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
“超级链接的博物馆 ： 新方法 、
新公众”。 博物馆日当天， 国家
文物局将与百度公司共同启动
“用科技传承文明： AI博物馆计
划”， 当天上线全国数字博物馆
地图第一期， 1000多家博物馆精
确POI点信息， 先期实现AI技术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上海历史
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等博物馆的
应用。 （5月15日 《光明日报》）

这些年，在吸引公众上，一些
博物馆其实已在探索新方法。比
如，组织专题文物展览，像银器与
工匠展等；比如，举办文物知识公

益讲座，举办“文博晚会”与“博物
馆奇妙夜”；比如，联合教育部门
与学校， 在博物馆开展青少年绘
画社教等活动……这些都是可行
的。 还有博物馆开展为市民提供
免费“鉴宝”的活动，由于民间收
藏热、收藏者众，免费“鉴宝”活动
的人气，往往是最高的。

上述新办法可以有， 但还不
够 。 为此 ， 国家文物局已在探
索———即将启动 “用科技传承文
明： ＡＩ博物馆计划”， 也就是在
博物馆展览中启用人工智能。 以
兵马俑为例， 只要用百度APP对
它拍个照， 图像识别、 AR技术
就能让兵马俑 “活” 起来， 不但

能自我介绍， 还能有问必答。 这
当然是很神奇的， 自然能吸引喜
欢新奇的年轻公众。

我们各类博物馆确实应探索
用现代科技传承历史文明。 据报
道，南京六朝博物馆打造的“VR/
AR线上博物馆”， 将实体博物馆
在高度还原的前提下搬到线上，
用户可通过VR/AR设备参观，获
得视觉的强大体验感。 在文化娱
乐多元的时代， 在博物馆应产生
文化教育影响力的时代要求下，
博物馆不应再局限于仅是收藏、
研究、展示藏品的机构，需要发挥
更大的社会价值， 更好地传播博
物馆文化。 □何勇海

针对媒体对 “‘三无 ’ 黑餐
馆进驻美团、 饿了么” 的调查报
道， 北京市食药监局表示， 相关
区局已对报道中提及的三无店铺
进行了查封， 并着手开展进一步
调查取证工作， 并对涉嫌存在违
法行为的订餐平台和餐饮店铺立
案查处。 （5月15日 《新京报》）

外卖行业食品安全乱象为什
么屡禁不止？ 这一方面是源于网
络空间天然的 “不见面” 特性，
给 “黑外卖” 提供了可趁之机；
另一方面当然更与外卖平台审查
不严密切相关 。 否则那些 “三
无” 黑店怎么可能轻易 “借证”
入驻？ 不可否认， 当前各大外卖
平台在忙于攻城略地和疾速扩张

的同时， 却疏于内部各项管理运
营机制的健全， 弱化各种主体责
任的担当， 导致不仅形成了突出
的环境污染和交通安全问题， 而
今还产生了突出的食品安全问
题。 当然， 相关部门的外部监管
也要进一步深入。

然而， 除了主管部门强力监
管和公众舆论监督倒逼外， 更需
要各外卖平台履行主体责任， 积
极采取措施强化入驻商户的资质
审核与把关， 并切实做好对商家
日 常 经 营 行 为 的 监 督 巡 查 ，
发 现 问题 ， 及时干预处罚或视
情直接封杀。 并能主动加强与行
业主管部门的沟通配合和联动协
作， 譬如发现 “证店不符” 等问

题线索应立即报知相关部门， 促
成线上线下同步处置， 让 “黑外
卖” 无处藏身。 否则单一线上封
店， 可能过几天又会改头换面，
卷土重来。

食品安全是外卖行业的生命
线。 平台今天不重视食品安全问
题的防治， 造成乱象丛生、 问题
频现， 明天必定会为此失信于市
场和食客。 □徐建辉

10日， 北京邮区中心局工
会举办 “学习身边典型 传递
劳模力量 弘扬工匠精神 促
进企业发展” 劳模先进风采展
示。 新当选的首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 市公司先进生产者
等分别发言， 一线职工、 先锋
班组通过独唱、 快板、 小合唱
等形式弘扬劳模精神 。 同时 ，
职工代表发出倡议， 号召全局
职工将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 、
劳动精神与中心局改革融为一
体， 争做学习型、 知识型、 技
能型和创新型劳动者 。 （5月
15日 《劳动午报》）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社会
环境如何变化、 生产方式如何
变革， “劳动创造财富、 劳动
赢得光荣” 的本质始终不会改
变。 这就需要每一个劳动楷模
在任何时候都发挥引领、 示范
作用， 用榜样的力量感召和带
动身边人。

身边的劳动楷模最可亲 、
最可敬， 也最可学。 学习劳动
楷模， 不在于做出多少 “惊天
动地” 的大事， 而在于将其身
上所蕴含的责任意识、 奉献精
神贯穿到工作学习生活的一点
一滴中。 只要我们把树立远大
理想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
来， 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群
众、 奉献社会结合起来， 在学
习上多一点专业专注， 工作上
多一点精准精美， 生活上多一
点朴实厚实， 继续保持干一行
爱一行的热情、 干一行精一行
的韧劲， 用心、 用情 、 用力 、
用智， 在爱岗敬业中多做 “标
兵”， 在改革创新中争做 “尖
兵”， 共同唱响精益求精 、 追
求卓越的时代最强音， 就能释
放出推动发展的强大活力和强
劲动能。

让劳动楷模精神发扬光
大， 让尊重劳动、 创新创业在
全社会蔚然成风， 这是我们对
“五一 ” 国际劳动节的最好纪
念 。 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最前
沿，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主动与
劳动楷模对标、 看齐， 牢固树
立主人翁意识， 勇当改革的先
锋， 奋力谱写改革发展的精彩
篇章。 □徐剑锋

“刷脸”执法
须兼顾隐私保护

《工人日报 》 日前报道了厦
门市航空维修产业职称改革试点
经验 。 由于有了单独的绿色通
道， 该市自贸片区航空维修人才
职称评定首次试点通过率超八
成， 有效地激励了技术人才的成
长 。 这条消息引起读者广泛关
注， 不是偶然的。

毋庸讳言， 职称的作用和影

响不仅是对 “吃技术饭” 的员工
业务水平、 工作能力的界定， 而
且关系到收入多寡、 生活水准乃
至社会地位。 因此， 但凡有可能
跻身其中者都趋之若鹜。 然而，
现行的职称评定政策、 规则又过
于刻板、 僵化， 甚至存在一些漏
洞， 结果往往有悖激励人才的初
衷， 因此， 职称改革呼声甚高。

厦门的职称改革是 “逼出
来” 的。 一方面， 地方、 企业渴
求人才， 希望通过各种优惠政策
吸纳人才， 而职称评定问题不解
决， 连现有的人才都留不住； 另
一方面， 人才需要社会认可， 有
获得感、 成就感， 职称评定即可
满足这些要求。 如果因为没有职
称连政府的相关政策优惠都无法
享受 ， 便会选择 “用脚投票 ”。

厦门市委市政府认识到， 职称改
革成为多方诉求 ， 而且箭在弦
上， 于是下决心改革。

改革要从实际出发， 试点就
是探索。 厦门职称改革方案出炉
前，经过了多方调研，多次座谈，
多层修改。 面对企业审核标准与
社会职称评审体系无法对接，而
企业从业人员又是以技术型实用
人才为主， 约占员工总数的70%
以上的现实，“越发意识到， 改革
既有评审体系是不得不为之事，
开辟一条单独评审通道尤为必
要。 ”正是因为坚持问题导向， 改
革才有了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评职称需要条件 ， 分为
“硬件 ” “软件 ”。 前者是指学
历、 资历， 专业及工作年限等，
基本属于刚性要求。 后者弹性很

大，可以“变通”。譬如评定某人的
能力、业绩，见仁见智，差异很大。
特别是对专业性很强的岗位，“隔
行” 评委甚至不能判定参评者是
否达到行业标准。 如何科学地评
定专业人员的业绩与能力， 成为
职称评定中困扰许多人的难题。
厦门改革的做法是， 量身订制评
价指标和体系、 创新专家评委组
成方式。 一方面把专业标准与职
称评定衔接起来， 另一方面将业
内专家引入职称评定系统， 使这
部 分 专 家 占 评 委 总 数 的 40% ~
50%。衔接促进了创新，内行有了
话语权， 保证了评审的客观、公
正。 特别是改革方案中 “工作能
力+工作业绩”两项占到80分值，
对于那些埋头苦干、 深耕专业的
人才，是实实在在的的 “优惠”。

职称评定中的 “硬件” 能不
能不变通 ？ 厦门的实践告诉我
们 ， 只要实事求是 ， 同样可以
改。 譬如参加各种培训必须满足
多少学时 、 学历认证的繁琐程
序， 在改革中要么被取消， 要么
被简化 ， 真正实现了 “渠道畅
通”。 申报者的学习培训、 工作
经历、 专业技术工作业绩、 年度
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等， 公司盖
章及部门主管签字即可， 真正体
现了灵活性、 便捷性和专业性。

从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
角度看， 厦门职称改革也是一个
突破口， 既打通了技术人才的晋
升通道， 又建立了产业工人靠技
术成才、 凭本领吃饭的机制， 有
利于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与发
展， 其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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