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总工会获
悉， 该省工会今年继续开展 “农
民工有困难找工会、 拿不到工资
找工会” 专项行动， 确保广大农
民工按时足额领取工资， 有效维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维护职工队
伍和社会和谐稳定 。 （1月6日

《工人日报》）
根据山西省总工会要求， 各

级工会要旗帜鲜明 ， 做好 “五
亮” 工作 （亮口号、 亮身份、 亮
牌子 、 亮电话 、 亮地址 ）。 省 、
市、 县三级工会在办公场所和职
工服务 （帮扶） 中心门外的醒目
位置悬挂 “农民工有困难找工
会， 拿不到工资找工会” 标语和
联系方式。 不难理解， 这就意味
着三级工会有了 “农民工之家”。

工会专设农民工接待室， 并
非多此一举。 在有些人印象中，
工会与农民工不搭边， 都是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事情， 其实不然，
工会在保重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
面 ， 同样发挥着不可缺失的作
用。 比如， 工会法律服务和法律
援助机构将农民工纳入重点援助

范围， 不仅是职责所在， 更可以
成为农民工坚强后盾， 尤其是在
劳动争议方面， 工会应发挥好积
极作用。

同时， 山西省各级工会的做
法有三点值得称道， 一是专门农
民工机构的设置， 县级以上工会
专设农民工讨薪投诉举报接待
室 ， 安排专人24小时负责接听
“12351” 职工维权热线电话； 二
是完备的制度保障， 比如， “首
接负责制” 和信息通报制度； 三
是网络平台的运用， 建立网上接
访平台、 APP等信息平台， 扩大
农民工联系工会的渠道。

当然， 让工会专设的农民工
接待室充分发挥作用， 后续给力
的配套动作也不能缺失。 一则，
调动起农民工找工会接待室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这是因为， 在某
些农民工心目中 ， 工会毕竟是
“机关重地”， 进入工会也就难免
发憷。 因此， 这也就需要工会不
仅要敞开大门， 而且工会干部更
应该积极走进农民工中间， 让他
们实现维权无障碍。

二则， 工会须借力相关部门
的配合。 维护农民工权益， 远非
工会一家就能达成， 尤其是欠薪
案件， 相关部门的配合也同样重
要。 比如， 山西省总不仅要求用
好农民工讨薪应急救助周转金，
还提出主动与党政信访部门沟通
衔接， 建立规范化、 常态化、 制
度化联系机制， 如此就能为农民
工讨薪建立保障机制。

三则， 于农民工自身而言，
也应注重提升自己的素养 。 比

如， 运用互联网的技能， 诚如上
述维权不仅可以通过线下的方
式， 也可以借力工会网站、 APP
信息平台等线上方式。 所以， 农
民工主动适应时代要求， 提升互
联网媒介素养很有必要。同样，也
应持续加强学习， 因为只有自己
的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提升了，
一些黑心老板才会越来越少。

总之， 工会专设农民工接待
室 ， 是在精准服务农民工上着
力， 可以有效确保农民工上门有
接待 、 电话有接听 、 处理有结
果、 权益有保障； 同时， 也是在
打击不法用工行为上发力； 更或
言之， 这是法治化进程中的有益
创新之举。 因此， 工会专设农民
工接待室并充分发挥好作用， 值
得借鉴与推广。

一到春运想黄牛， 然而2019年春运抢票，
黄牛也怂了。 2019年春运， 第三方抢票软件的
加速包是当头一棒， 12306首次上线的 “候补
购票” 功能则给了黄牛致命一击。 “但有些人
就是更相信我们 (黄牛)， 不相信官方！” 黄牛
抢票， 从最初的技术战正演变为心理战。 当最
后一道心理防线突破， 黄牛还能否成为春运抢
票的必备？ （1月8日 中新网）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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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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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专设农民工接待室值得推广

期待法院“微律师”
能够推而广之

□杨李喆

■劳动时评

祝建波：《2018中国国际游学
行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国际游
学市场规模将达268亿元，参与人
数预计达到105万，而未来这一人
数还将以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
长， 到2020年预计达到170万人。
很显然，海外游学已经进入“黄金
时代”。作为家长在决定是否该让
孩子海外游学时， 一定要同时考
虑正反两方面的因素， 并量力而
行，否则，盲目跟风，最后或只能
说是曾“到此一游”罢了。

海外游学
要三思而行

李雪：1月7日上午，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司法局联合
召开新闻发布会，依托“北京法院
诉讼服务” 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微律师”服务平台。 目前，“北京
法院诉讼服务” 微信公众号包括
“微律师”、“诉讼服务”、“我的案
件 ”三大菜单 ，推行 “互联网+电
子诉讼”新模式。随着信息化技术
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 实现司法
为民便民， 就需要多些这样的创
新之举，也期待法院“微律师”平
台能够推而广之。

用人单位侵害职工权益， 将
被列入劳动保障 “黑名单”， 在
参加评优评先及招标、 公司上市
等诚信评价时一票否决。 山东省
威海市近期出台 《威海市劳动保
障 “红黑名单” 管理办法》， 通
过建立劳动保障 “红名单 ” 和
“黑名单” 制度， 对用人单位给
予诚信激励或实施联合惩戒 。
（1月8日 《工人日报》）

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及对劳动
者权益的保护， 要靠法律也要靠
制度。用人单位触犯法律红线，理
当受到应有的处罚。而用“红黑名
单”管理制度，既有利于督促用人

单位遵守法律， 也有利于提醒用
人单位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信
用，维护和平衡各方面的权益，防
止和避免用人单位钻法律的空
子，在劳动用工、劳动合同、工资
支付、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
保险、劳务派遣、职业介绍、职业
培训等劳动保障问题上耍滑头，
拖泥带水地损工人之利。

《威海市劳动保障 “红黑名
单” 管理办法》 的好处， 是有鼓
励措施， 也有惩戒办法。 被列入
劳动保障 “红名单” 的单位， 将
作为联合激励对象给予诚信激
励； 被列入劳动保障 “黑名单”

的， 将作为联合惩戒对象， 实施
联合惩戒。 红黑两条线， 让用人
单位清楚地知道什么事能做、 什
么事不能做， 做了该做的事会有
什么好处， 做了不该做的事会是
什么样的后果。

如此多维度筑建职工权益保
护网， 用新办法凸显职工权利不
可侵犯 ， 是保护职工群体的权
益， 更弘扬了社会正义， 促进良
好用工环境的形成， 减少或避免
发生劳动用工争议事件。 劳动者
的权益受到多重保护后， 自然会
一门心思干好本职工作， 让用人
单位也会更加轻松。 □卞广春

工会专设农民工接待
室， 是在精准服务农民工上
着力， 可以有效确保农民工
上门有接待、 电话有接听、
处理有结果、 权益有保障；
同时， 也是在打击不法用工
行为上发力； 更或言之， 这
是法治化进程中的有益创新
之举。

几天前， 一段急救车在运送
病人时 ， 行经北京市东三环附
近， 被一辆小轿车阻挡的视频在
网络上流传。 就录制视频时未拉
响警报等疑问， 当事急救医生向
网友详细解释了事发经过并回应
网友疑问。 目前， 交管部门已经
对涉事车主未按照规定期限年检
以及未让行急救车做出罚款400
元、 扣6分的处罚。 司机在交警
的通报中， 为自己的行为向市民
道歉。 （1月8日中新网）

事实上， 人们都知道， 急救
车一旦上路， 就意味着将与时间
赛跑， 因为这关系到患者的生命
安全。 对于急救车来说， 争分夺

秒地赶到医院是神圣的职责。 更
重要的是，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也赋予了急救车 “在执行紧急
任务时， 其他车辆必须让行” 等
道路优先使用权。 然而， 现实情
况却是， 急救车并未受到人们的
敬畏， 也未能完全享受到法律赐
予的 “特权”。 社会车辆占用生
命通道、 不给急救车让道等事件
时有发生。

占道、 不让道事件频发， 除
了城市交通不畅、 道路拥堵严
重之外 ， 也与部分市民素质偏
低、 遵守交通法规意识淡薄等脱
不了干系。 阻挡急救车被处罚，
是堂生命教育课。 当然， 处罚仅

是一种惩戒手段， 关键是教育和
警示市民 ， 要自觉遵守交 通 安
全法规 ， 不占生命通道 ， 主动
为急救车 “让道”。 生命很宝贵，
生命让人敬畏。 所以， 对于抢救

生命的120急救车及工作人员 ，
请大家多给一份理解， 特别是在
路上， 尽量给急救车让出 “生命
通道”。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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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未雨绸缪“保姆荒”
春节临近， 在外打拼、 谋

生的游子开始陆续返乡与家人
团聚， 其中包括在城市里从事
家政服务的农民工。 不少城里
人又要发愁 “保姆荒” 了。

经济社会发展， 生活、 工
作节奏加快， 城里人大多无暇
顾及家务， 特别是一代独生子
女， 更无精力照护日益年迈的
父母， 聘请家政服务已经成为
许多城市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
内容。 但是， 春节是中国人最
重视的传统节日， 除非迫不得
已， 没有人愿在异乡过年。 这
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春节 “保
姆荒”。

对于家政服务缺口问题，
政府已然未雨绸缪 ， 提前安
排。 1月2日， 北京市商务局发
布公告， 为保障春节期间家政
服 务 市 场 稳 定 ， 公 开 征 集
保 供 行动项目参与企业 （机
构、 组织）， 拟通过引进一批
家政服务员到京、 引导在岗家
政 服 务 员 错 峰 返 乡 和 组 建
应 急 值守队伍满足临时 、 急
需等方式， 保障春节期间家政
服务、 养老照护、 母婴护理、
保洁维修等服务项目； 农历腊
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期间， 留
京工作的家政服务员还可以领
到来自政府的补助。 从补助标
准看，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应
该说，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尽职
尽责了。

政府组织、 补助是有形的
保障， 与此同时， 对于春节期
间留京工作的家政服务员， 还
应该有无形的精神抚慰， 而且
主要应该由雇主承担起来。 新
春佳节， 合家团聚的日子， 家
政服务员孤身在外， 为素不相
识的雇主服务， 不是应该得到
格外的尊重和酬谢么？ 况且，
不能回家过年的家政服务员
中， 许多是因为家境贫寒， 或
者急需用钱才背井离乡的 ，
如 果雇主能够主动体谅 、 抚
慰他们， 不是更能够融洽关系
么？ 劳动契约是 “冰冷” 的文
字， 人心才是温暖的情怀。 春
节在即， 暖心尤显重要。 这里
提醒一下雇主， 也是一种未雨
绸缪吧。

□一刀 （资深媒体人）

“阻挡急救车被罚”是堂生命教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