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11月1日起， 《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
正式施行。 根据条例规定， 中小学校应当加强学生在
校期间电子产品使用管理， 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
子产品， 严禁中小学生将手机、 平板电脑带进课堂；
小学生每天在课堂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 9月27
日， 山东省教育厅召开媒体座谈会， 就这部法规进行
了详细解读。 （10月9日 《法制日报》） □赵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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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锐语

严禁手机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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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叫停“不限量套餐”呼唤市场诚信

■世象漫说

造就一支有技能会教学的职工讲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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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量力而行
更须依法而行

推进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
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
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是中央的决策部署， 也是广大
职工的职业追求， 更是工会义
不容辞的责任。

□张刃

■每日观点

别让假陈醋毁了
山西老陈醋的名声

旅游纪念品为何长了“同一张脸”

文魁： 为了能融入当地人的
生活，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入住
城市民宿。 对游客来说， 民宿带
来不同于酒店的新鲜体验， 但一
些开进小区居民楼内的民宿却因
扰民让邻居反感。 小区民宿扎堆
扰民亟待立法跟进。 目前， 国内
民宿经营并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
约束， 管理缺失， 存在市场乱象
的严重问题。 因此， 有关部门应
该尽快给 “小区民宿” 立规矩。

小区民宿扰民
亟待立法跟进

曾被称为各种套餐中 “忽悠
之王” 的不限流量套餐终于 “消
失” 了。 在被工商认定为虚假广
告、 遭消协质疑、 工信部也点名
批评勒令整改后， 记者8日获悉，
上市一年多后， 重压下三大运营
商已叫停“不限量套餐”的说法，
改头换面后亮相的则是 “畅享套
餐”等。（10月9日《北京日报》）

明明是限量， 偏要在宣传时
说成是不限量， 这显然是一种不
诚信的做法。 运营商之所以要这
么做， 无非是增加自身的市场竞
争力 ， 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消费
者 。 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

看， 这就成了一种忽悠， 一种欺
骗， 是运营商不诚信的体现。 而
且， 当国内的三大运营商都如法
炮制， 这种不诚信的做法也就成
了市场的一种惯例 ， 一种明规
则， 从长远来看， 势必会对整个
电信运营市场的长远和健康发展
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既然运营
商可以在 “不限量套餐” 上欺骗
忽悠消费者， 那么在其他的电信
资费、 业务办理上， 同样可以忽
悠欺骗消费者， 这样电信市场还
有什么诚信可言？ 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又如何保障？

在频繁的舆论质疑之下， 工

商 、 消协 、 国家工信部等等部
门， 先后对 “不限量套餐” 的问
题表态， 要求运营商给予整改。
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媒体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 三大运营商
现在已经在各种宣传资料中悄悄
删掉了 “不限量” 的字样， 改为
了 “畅享套餐” 等。 但在笔者看
来， 这还不够 ， 运营 商 还 应 该
借 此 机 会 ， 不 但 要 对 其 他 流
量资费套餐 、 话费套餐进行盘
点和整改 ， 剔除其不诚信的成
分， 同时在以后的经营中， 也应
该全面秉持诚信理念， 坚持良性
竞争。 □天歌

汪昌莲： 10月7日下午，三名
驴友在北京市怀柔区攀爬箭扣野
长城，在攀登峭壁时，一名男子没
有抓稳岩壁，摔下十余米山崖，受
伤严重。 怀柔消防支队国际会都
中队7名消防队员利用多功能救
援担架， 将受伤驴友安全拖行下
山。 怀柔消防特别提示：驴友登山
需量力而行。 驴友量力而行，更须
依法而行。 驴友违规探险事件频
发，值得监管部门反思：应立法对
驴友探险进行规范， 从源头上规
避驴友的任性行为。

本应为旅游目的地独一无二
的纪念名片，却以“同一张脸”出
现在全国各地旅游景点 ，“同质
化”“低端化”甚至“地摊化”成为
我国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尴尬标
签。 记者近期在多地景区采访发
现，木梳、披肩、帽子、手串等成为
多数景区的标配型 “地方特产”，
更有甚者，一块一模一样的丝帕，
在杭州叫“杭绣”，去了苏州叫“苏
绣”，到了四川成了“蜀绣”。 （10月
8日《半月谈》）

旅游纪念品本应是某地特有
的或特别著名的产品， 富有当地
的文化历史内涵， 有些纪念品甚
至只能在当地才能生产。 然而，
当成百上千个景区都在贩卖长了

“同一张脸 ” 的旅游纪念品时 ，
谁还会认为值得购买 、 值得为
“到此一游” 留念？ 据说有人在
四川旅游， 竟买到了写有 “少林
寺纪念” 的 “特产”， 这对游客
恐怕更是一种忽悠。

不同景区销售相同纪念品 ，
从表面看， 缘于那些纪念品缺乏
创意。 实质上， 却是因为景区纪
念品以 “钱” 为本， 而非以景区
为本、 以游客为本。

旅游纪念品长 “同一张脸”，
不仅会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 且
不利于推广各个景区的独特旅游
价值 。 尤其是 ， 同质化 、 低端
化、 地摊化的旅游纪念品会大大
拉低国人的旅游购物消费。

如何让旅游纪念品走出同质
化怪圈？ 各景区要舍得投入人力
财力， 挖掘地域特色文化， 搞旅
游商品研发， 打造离开本景区就
买不到的特色纪念品； 各地相关
部门应针对地区文化挖掘、 文创

产品研发，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文化、 版权保护等部门应注重旅
游纪念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
产权保护不到位， 会影响旅游纪
念品研发的积极性， 也会拖累文
创市场的发展。 □李秀荣

本报报道，“十一”前夕，首都
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举办 “寻找职
工好讲师” 教学基本功竞赛赛前
培训暨师资培训会， 前来听课的
百余名学员中，不仅有全国劳模、
北京市劳模、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
者，更有多名“北京大工匠”。

这条新闻的 “亮点” 不在学
员的 “星光” 熠熠， 而在特别的

培训目的。
推进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 ，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
念、 懂技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
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是中
央的决策部署， 也是广大职工的
职业追求， 更是工会义不容辞的
责任。 如何组织实施， 切实取得
成效， 绝不是发发文件， 开会说
说就能够落实到位的。 要采取多
种措施， 创造良好条件以提供保
证， 譬如师资问题。

如果说，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是一项工程， 那么， 对职工进行
教育、 培养的讲师就是 “施工人
员”。 这些讲师可以是专业教育
工作者， 也可以从职工的佼佼者
中选拔， 劳动模范、 技能人才就
是最佳人选。 他们不仅有优秀的

品格、 先进的思想， 更有精湛的
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们来
自生产一线 ， 更容易与职工接
近、 沟通和交流， 有着专业教师
没有的优势。 因此， 近年来许多
工会积极组织和支持劳动模范、
大工匠 、 首席技师走出所在企
业、 行业， 向更多的职工传经送
宝， 参与职工教育培训， 而且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不过， 劳动模范、 技能人才
在教学方面也有劣势———会干不
会说， 更不懂讲授技巧。 正如参
加培训的学员所说： “工作中好
多事自己心里都明白， 但说不出
来”， 给别人讲解时， 一个问题
总是要说好几遍才能讲清楚 。
“干的明白， 说不明白”， 成了许
多能工巧匠传授技能的障碍， 束

缚了他们走上讲台的脚步。 怎样
让他们把自己的 “看家本领” 转
化为教学成果， 帮他们实现 “从
工匠到讲师” 的转变， 成了职工
培训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举办
“寻找职工好讲师” 教学基本功
竞赛，意在以赛促训，旨在提升职
工讲师将知识或技能转化成培训
课程的能力， 促进他们将个人的
经验变为组织及社会的经验，推
动人才高超技能和宝贵经验的有
效传承， 促进职工职业技能和综
合素质的普遍提升， 可谓抓住了
关键，抓到了“点子”上。

培训与竞赛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它们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打
个比方，如果说，教师日常培训是
“规定动作”，那么，教学基本功竞

赛就是“自选动作”。 吸引更多的
职工讲师自愿参加教学基本功竞
赛，在竞技中受到“实战”历练，有
助于促进和强化常规培训， 通过
竞赛， 一方面拓宽了技能人才自
身的职业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提
升了他们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水
平， 可谓一举两得。

“寻找职工好讲师” 教学基
本功竞赛分选拔赛、 复赛、 赛前
培训、 决赛等多个阶段， 赛事贯
穿始终， 这就为高水平的技能人
才脱颖而出提供了舞台。 竞赛中
的优秀选手将纳入素质工程师资
库 ， 参与素质工程技术工人培
训、 职工微培训、 劳模讲堂等项
目的教学活动， 正是回归了造就
一支懂技术、 有技能、 会教学的
职工讲师队伍的初衷。

近日， 针对媒体报道的平
遥古城假陈醋事件， 山西省晋
中市食药监局与平遥县市场监
管局组成调查组， 对整个平遥
县范围内的食醋生产企业及小
作坊进行全面检查， 多家无证
生产及销售的商户被查处， 此
前报道中 “醋缸中漂死苍蝇”
的醋厂， 也被现场查处， 停业
整顿。 (10月9日 《新京报》)

山西老陈醋名声在外， 已
成为山西土特产的代名词， 去
山西旅游观光、 上学、 经商的
人， 回家时都会带一些老陈醋
自用或送人。 老陈醋采取手工
制作 、 纯粮酿造 ， 工艺期较
长， 产出率较低， 成本相对较
高， 但是口感醇厚， 营养价值
高，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相比
之下， 勾兑醋、 掺水醋的成本
就非常低了， 口感和营养也相
差甚远， 甚至会因卫生不达标
而影响身体健康。

假陈醋的泛滥成灾， 不仅
混淆了消费者的认知， 亦因劣
质令游客误以为老陈醋不过如
此， 进而败坏老陈醋的声誉，
游客不敢再买， 并形成劣币驱
逐良币的效应， 导致真正的老
陈醋市场进一步萎缩。 山西老
陈醋至今已有 3000余年的历
史 ， 乃是凭借优质产品和口
碑， 获得市场的认可， 从而跻
身于四大名醋之列。 然而， 假
陈醋犹如老鼠屎一般， 对老陈
醋市场的伤害非常大， 如果不
加以严厉打击的话， 就会毁掉
老陈醋的信誉度， 令这块金字
招牌蒙上尘埃。

为了保护老陈醋这个历史
悠久的金字招牌， 当地政府应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假
陈醋， 对生产售卖假陈醋的厂
家 、 商家依法予以关停 、 罚
款。 同时， 按照地理标志产品
的保护原则， 对老陈醋生产酿
造工艺予以规范化、 标准化，
将不符合老陈醋标准的产品清
理出去， 对厂商采取不定期抽
检、 暗查， 鼓励民众举报， 凡
有违规绝不留情。 如此， 方可
保住老陈醋的信誉和市场， 恢
复游客的信任。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