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近日， 浙江武义某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某
说， ２０１５年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对方称可提供各种
进项发票， 先认证后付款。 “公司那时资金流转难，
反正是后付款， 不怕被骗。” 随后 ， 朱某以 “钢管”
为销售货物名称， 购买了金额１９９．７６万元、 税额３３．９６
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２０份， 付款１６万余元。 然而税
务部门核查系统比对显示， 开票方已将２０份专用发票
作废， 且发票上的销货方与开票方名称不一致， 涉嫌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９月１日新华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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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定期精减朋友圈折射交友理性

■世象漫说

为护工维权，首要的是明确其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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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中介房源
应过环保检验关

为了明确护工的劳动关
系，工会要积极推进护工职业
化和组织化，缓解医疗资源短
缺压力， 加快护工 “正名”进
度；要敦促医院与护工个人或
中介机构签订正规的劳动合
同或协议， 明确各自职责、义
务，以便管理监督。

□张刃

■每日观点

别让“奇怪翻译”
成旅游败笔

月嫂市场乱象亟待规范

祝建波：暑假里，一些留守儿
童还能被父母带到打工地团聚。
暑期结束后，这些“小候鸟”却只
能万般不舍，告别父母回到家乡。
对于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来
说，最大的问题不再是吃不饱饭，
而是塑造健全的人格， 确保他们
的心理健康不出问题。保护、关爱
留守儿童，社会、学校、家长，任何
一方都不能缺位。 只有建立包括
各方在内的留守儿童关爱和保护
机制，才能去除“留守之痛”。

关爱留守儿童
需要多方合力

“这是一份全天24小时待命、
没有休息日的工作； 他们不是正
式职工， 却是医院里最忙碌的群
体之一； 他们没有起死回生术，
也不懂 ‘望闻问切’， 许多病人
却离不开他们 ； 他们陪护在床
前， 给予病人连子女都难以随时
付出的关爱 ； 他们常常被人忽
视， 最怕雇主刁难误解， 但年流

失率却曾达300%……”
以上文字描述的是医院护工

群体。 许多人都知道甚至雇用过
他们， 却很少给予关注， 更缺乏
深入了解。 福建省工会日前对9
家医院护工所做调查显示， 从业
者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或农村偏
远地区， 女性占76%， 40岁以上
的占87.1%，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61%， 整体缺乏专业培训， 缺少
基本医疗知识和技能……即便如
此 ， 目前却存在缺口大 、 招收
难、 流失率高等问题。 调查同时
显示， 98%的受访护工有加入工
会的意愿， 85%被侵权时会想到
找工会组织。

如何认识医院护工群体？ 怎
样满足他们的入会意愿？ 在全会
集中力量抓新业态职工入会的形
势下， 成了许多地方特别是城市

工会组织面临的一个课题， 不仅
要解决， 而且要解决好。 但前提
是， 必须首先解决护工的劳动关
系问题。

护工是患者家属雇用， 提供
临时性服务的工作， 除部分归属
护理公司 ， 大多是通过熟人介
绍， 与雇主形成一对一的雇用关
系， 是一个缺乏组织的劳动者群
体 。 而且 ， 由于从业者随意性
强、 流动性大， 多数人没有或不
愿签订劳动合同， 不愿参加社会
保险。 因此， 他们既缺少社会认
同和尊重， 更缺乏劳动保护和社
会保障， 由此产生加入工会， 渴
望维权的意愿， 是正常需求。

但是 ， 没有明确的劳动关
系， 且不说加入工会就是障碍，
即使他们遭遇侵权， 工会愿意主
动为之提供帮助， 连确定对应方

都有困难。 因此， 对护工实行归
口管理， 使其拥有 “正式身份”，
成为先于其入会的前提条件和当
务之急。

护理工作算不算医疗服务 ？
是否应该纳入医务人员管理？ 看
似一个争议话题。 但在国家 《职
业分类大典 》 中 ， 护理行业有
“护士” 和 “护理员”， 有明确的
考核标准和评级制度， 可见不应
该存在争议。 事实上， 在护工出
现之前， 患者护理 （包括现在护
工所做的工作） 也都是由护士或
护理员负责的， 为什么现在不做
了呢？ 据说是因为 “极度市场需
求 ”， 现有医务人员无法满足 ，
于是不具备职业标准的护工成了
“过渡 ” 产物 。 问题是 ， 这个
“过渡” 需要多久？ 总不能一直
“过渡” 下去， 一任市场混乱吧？

即使护理工作真的剥离医疗服
务， 彻底市场化了， 也应该规范
起来， 让护工 “名正言顺” 地工
作， 对他们是尊重和保护， 对医
疗秩序、 患者护理也都有利。

为了明确护工的劳动关系 ，
工会要积极推进护工职业化和组
织化， 缓解医疗资源短缺压力，
加快护工 “正名” 进度； 要敦促
医院与护工个人或中介机构签订
正规的劳动合同或协议， 明确各
自 职 责 、 义 务 ， 以 便 管 理 监
督 ； 要 协 同 有 关 部 门 制 订 或
完善相关法规 ， 在从业准入 、
劳动保障、 争议处理等方面予以
规范 ， 以保证护工合法权益 ，
规范护工服务。 同时， 积极提供
培训服务， 提高护工从业技能和
自身素质， 为他们加入工会创造
条件。

交朋友或谈工作时相互交换
社交账号对于不少人来说已经成
了习惯。 社交平台扩大了人们的
交际面， 但是朋友圈的内容质量
参差不齐 ， 广告和拉票内容刷
屏， 其中的谣言和虚假信息可能
对人产生误导。 于是， 有一些人
开始定期精减朋友圈， 以保证朋
友圈内的信息质量。 （8月30日
《中国青年报》）

现代人的社交范围广泛 ，社
交平台众多，直接导致个人“朋友
圈”里面的朋友数量水涨船高。就

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很多人动辄
几百上千个好友， 还加入了几十
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微信群。 但是
越来越多的网友发现， 虽然自己
的微信好友成百上千， 而当自己
遇到困难需要求助， 真正能够翻
出他的对话框留言， 或者是翻出
他的通讯录拨打电话的， 似乎翻
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人。

“好朋友无需太多， 交朋友
要注重质量”， 这话听起来似乎
很熟悉， 仔细一想， 这不就是古
人所说的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吗？ 尽管对于现代人来说， “一
知己” 确实有点少， 但如果朋友
圈动辄几百、 上千人， 显然也不
会全部都是知己。 而且我们也知
道， 交友也是需要成本的， 这个
成本主要还不是经济、 物质方面
的成本， 而是时间、 精力方面的
成本。 定期精减朋友圈， 折射出
的是一种交友理性。 剔除朋友圈
或现实社交圈子里面的 “虚拟好
友”，留下“真实朋友”，可以让我
们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
培育真正的朋友。 □苑广阔

魏文彪：8月31日，一篇《阿里
P7员工得白血病身故 生前租了
自如甲醛房》的文章在网络热传。
9月1日，自如方发声明表示，公司
立即安排与王先生家属联系，跟
进相关事宜。 自如将积极配合司
法部门工作，并尊重法院裁定。应
该建立出租房源环保检验制度，
对房产中介出租的装修房源进行
强制性检验， 唯有经检验环保合
格才能对外出租， 以杜绝房产中介
出租环保不合格房源现象出现。

由上海市旅游局、 上海市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 语言学者等
组成的专家组近日对上海主要
旅游景点、 星级饭店、 交通枢
纽、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公共
场所展开中英文规范用字专项
检查 ， 对 “奇怪翻译 ” 等错
误、 不准确表述说 “不”。 （8
月31日 《北京晨报》）

随着近年来入境游客的日
益增多， 国内很多星级饭店、
交通枢纽、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等公共场所都设有中英文双语
指示牌， 这不仅是对外国游客
的尊重， 也是城市对外形象的
体现。 但一些指示牌的英语翻
译语义不明、 错误百出， 却让
不少外国游客蒙了圈 、 傻了
眼。 如某景区曾有多处路牌翻
译出现错误： 本意是 “水面危
险， 请勿靠近”， 被译为 “地
面有积水因此很滑 ， 存在风
险” ……

旅游公共场所指示牌及景
点简介是引导旅游的 “向导”，
其文字使用应具备准确 、 简
洁、 易懂、 热情友好等特点，
但一些 “奇怪翻译”， 无疑成
了旅游的一个败笔， 不仅无法
发挥 “向导” 的作用， 还势必
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 困扰和
麻烦， 甚至误导了游客。 旅游
公共场所的指示牌不仅是指路
牌， 也是宣传牌， 其翻译的准
确性， 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开放
和文明程度。

事实上， 这不是简单的英
语水平不高的问题， 而是一些
人 不 负 责 任 的 表 现 。 旅 游
公 共 场所的指示牌 ， 从小样
设计、 审阅到制作、 校对等各
个环节， 只要有一个环节尽到
了责任， 恐怕就不会出现 “奇
怪翻译”。

上海对 “奇怪翻译” 等错
误、 不准确表述说 “不”， 值
得借鉴。 各地也应明确监管部
门， 根据国家标准， 加大对旅
游 公 共 场 所 规 范 用 字 的 整
治 力 度 ， 同时鼓励市民纠错
找茬， 别让 “奇怪翻译” 成旅
游败笔。 □付彪

近年来， 随着中国月嫂市场
需求爆发式增长 ， 月嫂身价也
“水涨船高”。 但高收入并不意味
着高素质， 月嫂市场乱象频频爆
出， 家政服务制度也有待进一步
完善。 （8月31日中新网）

月嫂的供不应求、 月嫂市场
的火爆不仅推高了月嫂价格， 也
潜伏着诸多乱象： 比如， 乱发证
书、 评级混乱、 护理无标准、 信
息不对称等等。 还有一些月嫂培
训班顺势一哄而上， 有些所谓的
月嫂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中
介公司和培训机构相互利用， 产
生了部分不规范的月嫂， 扰乱了

正常的市场。
月嫂市场乱象亟待规范。 针

对月嫂行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 有关部门要强化监管， 建立
完善的政府管理监督体制、 在育
婴服务、 家政服务培训等领域加
快标准修订工作， 强化家政服务
标准实施监督， 规范科学合理的
月嫂培养机制， 增强培训机构的
行业自律， 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时
代的技术进步， 尝试建立家政服
务平台， 使家政服务公司能在平
台上注册、 登记， 便捷与客户的
沟通和服务， 既保证家政服务人
员的认证难题， 也保障从业人员

和雇主的身心安全。
同时， 做好家政服务宣传工

作， 增强消费者对从业人员的尊
重和重视， 提升家政服务员的社

会职业地位。 全面提升家政服务
效率与质量水平， 最大程度上满
足广大民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斯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