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日起， 2019年春运中的除夕 (2月4日) 火
车票将正式开售。 伴随春运抢票大战进入 “白
热化”， 不少热门线路的火车票都出现开售后
“秒光” 现象。 很多旅客寄希望于五花八门的
抢票神器、 加速包， 但一些抢票 “陷阱” 需要
警惕。 （1月6日 中新网） □王铎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警惕抢票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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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职工创新重在成果转化

■世象漫说

实实在在“暖心事”，真情实意“娘家人”

对假个税APP
要防更要打

□张刃

■劳动时评

天歌：2018年1月31日， 嘉兴
市区一位张女士在女儿的陪同下
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称自己在一
家名叫媛尚的美容院被骗， 受骗
金额高达600万元。 经过研判串
并， 警方锁定一个通过美容院寻
找高收入、高消费受害人，以受害
人系患癌高风险人员等为由，诱
骗其赴境外治疗实施诈骗的团
伙。 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海外体检
没有用，但是要加倍小心，提高警
惕，以避免落入体检骗局。

别让海外体检游
沦为精准诈骗

杨李喆：随着新个税法从本月初
开始实施，很多来自商业公司制作的
各类“个税”APP也成为热门，这其中
有的针对纳税人的具体情况提供更
个性化的服务， 但也有的纯属蹭热
点，甚至有的纯属恶意软件窃取个人
信息。个税APP出现后，“李鬼”便趁机
作乱，对于违规个税APP不仅要亮起
法律之剑，公众也应不断提升防范能
力，以确保个人权益不受到侵害。

奖章烁目，掌声雷动。 “致敬
改革开放·助力全面振兴”长春市
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大会近日在该
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来
自各行各业的500余名一线 “创
客”代表齐聚一堂，同“晒”创新成
果、共议岗位创造。2018年度长春
市职工技能大赛优胜选手、 市地
铁工程“五比五创”劳动竞赛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 第二届市职工
优秀技术创新成果、 长春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受到表彰。（1月4
日《工人日报》）

长春市总工会把服务大局作

为己任， 力图以推动职工技术进
步来实现企业和社会的高质量发
展， 可谓摆正了位置， 选准了目
标。 笔者相信， 随着系列职工经
济技术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 一
定能够为广大职工搭建起成长、
成才的广阔舞台， 开辟出 “当好
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 的有效合
理通道。 笔者以为， 工会组织开
展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除了
要注重过程的扶助与支持和成果
的表彰奖励以外， 更重要的还应
该放在创新成果的如何转化与应
用上面。 好的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
用， 使其创造出更加可观的经济
效益， 就很难避免落入为了创新
而创新的俗套当中。

当然， 要想顺利实现创新成
果的推广与转化， 单凭工会组织
的一己之力是很难办得到的，还
必须仰仗技术推广部门尤其是一
线生产部门的全力支持与配合。
只有在他们的协助与配合下，工
会组织职工所研发出来的创新成
果才有可能被应用到一线， 并迅
速推广开来，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并创造出新的可观效益。 □乔木

开栏语：
习近平总书记同全总新一

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
调指出： 工会要坚持以职工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 抓住职工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
本职责， 把群众观念牢牢根植
于心中， 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 哪里的工会就要站
出来说话。作为工会媒体，以职
工为中心，传递工会声音，为职
工群众发声， 为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贡献力量， 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职责。从今天开始，本报特
推出“劳动时评”专栏，在这里，
我们将聚焦工会工作和劳动关
系，关注职工权益，反映职工诉
求，交流创新工会工作的意见，
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一元钱可以做什么？ 在一些
地方也许可以勉强买一瓶矿泉
水、乘一次公交车,但是在浙江建
德市乾潭镇梅塘村卫生室 , 一枚
小小的一元硬币既是诊疗费 ,还
是药费、输液费、针灸费、包扎费
……73岁的村医吴光潮在这间乡
村卫生室坚守了五十多年，“一元
看病” 的老规矩从1983年起延续
至今。 （1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吴光潮这位“一元村医”令人
心动与点赞，正在于两点。一是几
十年的坚守，据悉，村卫生室只有
他一位医生, 除了医生的工作,护
士、针灸师、清洁工、采购等岗位
也都是吴光潮一人， 这种坚守是

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二是看病的
低价 ，“一元看病 ” 的老规矩从
1983年起延续至今，确实不容易，
但却换来了群众的看病容易。

“一元村医”需要点赞，但也
不能仅停留于此。 因为吴光潮为
的背后还有难以纾解的 “不如
意”。比如，据统计，近三年每年这
里的就诊人次都突破四千， 除了
政府补助， 吴光潮每年还从自己
的工资中， 拿出几千元补贴卫生
室；还如，吴光潮希望“能有愿意
在农村扎得住根的年轻人、 大学
生，继续在这里为老百姓服务。 ”

上述两点 “不如意”， 也反
映出农村基层医疗面临的直接问

题， 一是缺少资金支持； 二是后
继人才缺乏。

令人庆幸的是， 对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已经做出了顶层设计。
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的指导意见 》 （国办发 〔2011〕31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
〔2015〕13号）等系列文件。而尤为
关键的是， 各级能够真正行动起
来，呵护住这一队伍。 □杨玉龙

春节将临 ， 首都职工又接
“大礼包 ” ———近日 ， 北京市总
工会决定， 通过 “送温情、 送政
策、 送文化、 送服务、 送爱心”
五大举措， 让全市职工有更多获
得感 、 幸福感 。 依据新下发的
《关于在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开
展送温暖活动的通知》 和 《关于
2019年度基层工会开展慰问活动
有关经费事项的通知》， 2019年 ，
全 年 节 日 慰 问 开 支 比 例 由 此
前的本级预算支出 30%提高到
50% ； 工 会 组 织 职 工 春 节 联
欢 ， 可 为 参 加 人 员 发 放 人 均
150元参与奖 ， 同时将为全市
会 员 发 放 30 万 张 春 节庙会门
票； 工会组织为会员购买生日慰
问品 （或实物券） 标准也由200
元提高到300元。

这些 “真金白银” 的 “暖心
事”， 是北京市总工会 “送温暖”
不断深化、 细化的结果， 显示了

具有工会特点的普惠性 、 常态
性、 精准性服务， 必然受到越来
越多职工群众的欢迎和信赖。

我们说 ， 北京市总 “送温
暖” 不断深化、 细化， 是因为其
“送温情、 送政策、 送文化、 送
服务、 送爱心” 五大举措并非自
今年始， 而且， 就 “送温暖” 活
动而言， 北京工会的行动比全总
统一部署还早一年， 并且经历了
一个顺应形势发展， 与时俱进，
为满足职工群众诉求变化而不断
探索创新 、 不断丰富完善的过
程。 从最初的保障困难职工过好
年， 发展成为经常性、 多层次 、
多样化的救助 ； 从基本生活救
助， 扩展到就业、 就学、 就医、
法律援助等全方位的帮扶； 从送
去米面油、 慰问金的物质关爱，
上升到送健康、 送文化、 送多种
服务的精神需求。

事实上， 今年春节北京工会

“送温暖” 并不仅限于增加资金
的投入， 还将继续开展广受职工
欢迎的文化品牌活动， 实现送文
化普惠制服务； 进一步突出 “暖
心” “便捷” 特色的暖心驿站建
设和服务， 让职工随时随地能够
找到 “家”； 继续深入基层 、 企
业 和 职 工 家 庭 ， 走 访 慰 问 劳
动 模 范 、 困 难 职 工 、 节 日 坚
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和农民工 ；
进 一 步 倡 导 广 大 职 工 群 众 献
爱心 ， 参与 “温暖义卖·爱心送
福” “公益班车” 等送温暖活动
项目， 在全社会营造帮扶互助的
温暖氛围。 所有这些， 无不充分
体现了工会作为职工群众 “娘家
人” 的真情实意。

一项活动坚持开展28年， 而
且不断丰富、 创新， 的确难能可
贵。 它得益于工会的同志对自己
的职责有清晰的认识， 对职工有
一份真挚的感情， 心里装着职工

群众， 时刻想着职工群众， 千方
百计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
服务； 得益于工会的同志工作作
风扎实， 肯于深入实际， 充分了
解职工群众的工作、 生活状况，
认真探访职工群众需求， 才能够
做到 “民有所呼 、 我有所应 ”；
得益于工会的同志进取精神与创
新智慧， 把对职工群众的关心、
关爱、 关怀做细落实， 帮助职工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工会 “送温暖” 受到了职工
群众的欢迎，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赞誉， 已经成为中国工会的特色
品牌。 但是， 经济在发展， 社会
在进步， 生活在改善， 职工群众
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更新，
以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为己任的
工会人应不忘初心， 永不懈怠，
仍将不断探索创新 ， 把 “送温
暖 ” 活动向更广范围 、 更深层
次、 更高标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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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劳动者误工费
须法律给予保障

误工费是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案件的法定赔偿项目。 近年
来， 围绕什么情况下能拿到误
工费， 误工费认定范围包括哪
些， 特殊群体能不能拿到误工
费的争议不断。（1月5日 《工人
日报》）

借助相关解释， 误工费是
指赔偿义务人应当向赔偿权利
人支付的受害人从遭受伤害到
完全治愈这一期间（误工时间）
内， 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
际减少的收入。不过，由于受害
人工作情况复杂， 误工费认定
范围难确定， 加之自身维权意
识与能力不足， 大部分受害人
举证不足等， 均会让当事人面
临误工费拿不足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 由于误工费
证明标准界限模糊难说清，也
给一部分人提供了空子， 因熟
悉索赔路径而以此牟利。比如，有
的人没有固定工作单位， 却通过
支付费用挂靠到一家用人单位，
由该单位为其出具虚假收入证
明、签订虚假劳动合同，肆意碰
瓷，以此牟取高额的误工费。这
无疑会让误工费真正价值体现
不出来。

特殊群体有权主张误工费
成为司法实践的共识， 但让误
工费真正实现 “货真价实 ”，
首先， 劳动者的法律觉醒是基
础。 诚如有法官直言， “劳动
者要想拿到误工费， 留好证据
何时都是 ‘王道’。” 其次， 细
化相关法律法规十分必要。 倘
若误工费计算标准不明晰， 不
仅会导致受害劳动者维权心里
面没底； 更会给别有用心者提
供便利。

再者， 应该对非法碰瓷者
依法打击。 这也就需要法官在
审理案件过程中， 多一些细节
性推敲。比如，对有固定工作单
位的劳动者，不仅要误工证明，
而且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工资
通过银行转账和依法纳税的证
据，也不能遗漏，以减少错误发
生率。 □李雪

“一元村医”不应只有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