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要提升技能却没有渠道 ，
遇到困难想寻求帮助， 参加活动
却忘了报名……今后燕山石化公
司职工在工作、 生活中碰到此类

问题， 通过 “智慧工会” APP都
将得到妥善解决。 燕山石化工会
“智慧工会” 在近日正式上线并
进入试运行阶段， 可实现网上办
公、 互助保障、 法律援助、 困难
帮扶、 技能提升、 教育培训等多
项服务 。 （ 5月 14日 《劳动午
报》）

正如此前媒体表述， “在互
联网时代， 职工在网上、 社会在
网上 、 资源在网上 、 市场在网
上、 舆论在网上……” 的确， 在
互联网时代， 我们的工作学习生
活离不开网络。 而这也倒逼着工
会服务创新服务理念， 借力 “互
联网+” 更好地为广大职工服好
务。 可以说， 无论是工会网站 、
工会微信公众号， 还是 “智慧工

会” APP均是科技发展使然。
燕山石化公司的这款 “掌上

工会” 就相当于构建起集主席信
箱、 网上服务、 员工福利、 网上
办公、 数据采集、 信息发布、 交
流互动、 智能运用等功能为一体
的网上 “职工之家”。 让职工在
网上参加活动、 反馈意见、 享受
服务， 打通了服务职工的 “最后
一公里”。 如此， 不仅增进了企
业与员工的关系， 且在做好服务
的同时更能够推进事业的发展。

“掌上工会” 给职工带来的
便捷性是毋庸置疑的， 在提升工
会工作效率方面也可大显身手。
比如， 传统的工会工作， 从方案
的制定到通知安排， 需要逐级传
达部署。 而 “掌上工会” 通知公

告模块功能的推出， 职工登录对
应模块 ， 可以随时了解公司动
态， 更可以根据自身实际直接报
名参与公司活动 。 从这一层面
讲， 能够大大缩减相应的成本。

当然， 让 “掌上工会” 真正
能够实现 “都挺好”， 一则需要
企业在APP运营上多下功夫， 比
如 ， 信息及时更新 ， 增强互动
性 ， 可以与时俱进更新模块等
等； 二则也应该助力职工权益的
保障， 比如， 对于一些权益被侵
害现象， 职工反映后， 应即时介
入解决， 而这也是职工最为期待
的； 三则也应依托 “掌上工会”，
消除工作中存在的安全等问题。

同样， 从职工角度来看， 对
于 “智慧工会” APP应该善于利

用。 比如， 对于工作中权益受到
侵害时， 没有必要畏首畏尾不敢
维权， 借助 “智慧工会” APP互
助保障、 法律援助， 完全可以伸
张自己的权利。 同时， 也应该加
强学习， 以此提升自己的技能水
平， 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 以更
好地推动日常工作的开展。

总而言之， “掌上工会” 具
有多重积极意义。 尤其是， 对于
工会而言， 不仅减轻了基层工会
干部的工作负担， 同时也让工会
与职工的距离越拉越近。 当然，
作为服务职工的利器， 工会应增
强担当意识， 掌握职工的动态变
化和需求， 分析预判职工的行为
趋势， 从而为职工提供更加精准
有效的服务， 让职工真正满意。

■有话直说

记者从北京市医疗保障局获悉， 北京多部门联
合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和 “回头看” 工作，
自去年9月至今已追回违规费用790.69万元。 近期，
北京市医保局通报了一批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5
月14日新华社） □毕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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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礼遇劳模才能传递更多标杆价值

■世象漫说

让“掌上工会”助力职工权益保障

共享宠物市场前景
还有待检验

■劳动时评

职工“舌尖”
有烦恼……

张连洲： 家住河北廊坊的王
力和马欢通过挂靠外地医院的方
式， 在北京开起了私人救护车，
通过搭载就诊后的病人回家来赚
钱。 因认为 “同行” 抢了自己的
地盘， 两人先后两次在右安门医
院门口驾驶私家车撞向对方救护
车， 阻挠接送病人并造成多车受
损。 “黑救护车” 抢位， 缘于公
共急救服务缺位。 这显然值得有
关部门反思： 整治 “黑救护车”，
更须强化公共急救服务。

整治“黑救护车”
须强化公共急救服务

天歌：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共享充电宝……如今， 宠物也能
共享了！ 近日武昌一家宠物店推
出了共享宠物计划， 让顾客试养
宠物，目前已有顾客进行了尝试。
共享宠物的商业模式， 有很多可
取之处。 但是这一模式能否得到
市场的认可，长期发展下去，恐怕
还要经过市场更多的检验才行。
原因就在于在共享宠物过程中存
在很大的变数， 比如宠物刚刚领
回家就生病了，甚至是死亡了，那
么责任算谁的？

“掌上工会” 具有多重积
极意义。 尤其是，对于工会而
言，不仅减轻了基层工会干部
的工作负担，同时也让工会与
职工的距离越拉越近。 当然，
作为服务职工的利器，工会应
增强担当意识，掌握职工的动
态变化和需求，分析预判职工
的行为趋势，从而为职工提供
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让职工
真正满意。

劳动教育要完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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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通
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年
“中国旅游日” 北京市分会场活
动将于19日在通州区举行， 今年
的活动主题为 “文旅融合， 美好
生活”， 倡导文化旅游不断融合，
让文化旅游真正成为人们美好生
活的新动能。 记者了解到， 多区
的旅游景区将面向劳模、 先进工
作者等群体开展优惠免费的游园
活动。 （5月15日 《劳动午报》）

旅游景区推出劳模免费游活
动， 尽管免去的只是几十上百元
门票， 但这份特殊福利体现的却
是全社会对劳模的肯定和尊重，

不妨多些再多些。
客观而言， 在劳模这个群体

中， 有的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且生
活少规律而积劳成疾， 但他们却
无怨无悔。 这个时候， 如果既有
精神上的褒奖， 更有物质上的礼
待， 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尊重
和关心， 也更有利于教育引导更
多的人崇尚劳模、 见贤思齐。

关心劳模、 尊重劳模， 不仅
是为了让劳模更加体面地工作生
活， 而且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劳模
精神 、 弘扬劳模精神 。 换句话
讲， 只有让劳模多享回报、 多受
尊崇 ， 才能传递更多的标杆价

值， 激励更多的人学习劳模、 争
当劳模， 让一切劳动、 知识、 技
术 、 管理 、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
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充分涌流， 让劳动光荣、 创造伟
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

一言以蔽之， 每一位劳动者
都值得尊重， 每一位劳模更应该
得到礼遇， 这必须成为全社会的
共同价值取向。 让劳模的社会地
位进一步提升、 生活待遇进一步
提高， 我们要补的功课还很多，
理当从小事做起、 从细节入手，
且做到 “及时” 二字。

□徐剑锋

□杨玉龙

小学生不会剥煮熟的鸡蛋 、
不会拿扫帚扫地， 大学生让家长
定期到校洗衣服、 请家政公司来
宿舍搞卫生……在部分学生和家
长眼里， 劳动无足轻重。 （5月
14日中新网）

劳动是传统美德 ， 热爱劳
动， 尊重劳动， 崇尚劳动一直是
我们强调的价值观， 可是如今一
些学生却缺乏这样的价值观， 不
仅思想上对劳动者不屑一顾， 不
尊重劳动成果， 而是养成了奢侈
浪费， 攀比享受的习惯， 导致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方面，
劳动教育的缺失。 劳动教育关系
到价值观培养， 关系到学生健康
成长， 但是一直以来， 很多学校

没有设置劳动课， 即便一些学校
设置了劳动课， 也形同虚设。 另
一方面， 急功近利思想使然。 劳
动教育属于素质教育， 不参与考
试， 与老师的自身利益和前途没
有多大关系， 因此， 在一些人的
眼中 ， 劳动教育属于 “软课 ”，
可有可无， 才会导致劳动教育成
为一种缺失。

因此， 需要矫正和改变这种
状况， 提升劳动教育的分量。 要
完善制度设计， 强化劳动教育 。
同时， 还要注重家校衔接， 确保
劳动教育不断档。 劳动教育关系
孩子健康成长， 关系个人道德品
质 、 能力建设和文明素养 ， 因
此， 不能仅仅依靠学校去完成，

家庭也是不可忽视的教育主体。
总之， 劳动教育的缺失， 是

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 应该从多
方面发力 ， 既要从改善观念入

手， 也要从软硬件保障着力， 既
要注重学校教育， 也要注重家庭
实践， 这样才能确保孩子健康成
长， 自立自强。 □刘剑飞

如何办好职工食堂， 是所
有用工单位都会遇到的问题。
领导重视的， 办得上下满意，
反之， 不仅是职工 “舌尖上”
的烦恼， 也够领导们 “闹心”。

报载， 铁路武汉襄阳工务
段搞职工食堂改革 ， 总结出
“开 ‘连锁店’、 吃 ‘流水席’、
做 ‘放心餐’、 算 ‘明白账’”
的十六字经验， 可以给我们一
些启示。

铁路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
特点， 譬如点多线长， 工作分
散， 他们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
不能照搬 （譬如把基层职工食
堂办成基本设施、 伙食标准、
管理模式等整齐划一 “连锁
店”， 对许多用工单位来说就
没有必要）， 要从各自实际出
发， 办好适合本单位职工需求
的食堂。

“以职工意见和诉求为导
向， 以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
平为目标” 的整改思路是共性
问题，舍此就会偏离整改初衷；
“养人先养心， 养心先养胃”指
的是单位凝聚力， 也有一定道
理。 这些可以直接为我所用。

办好职工食堂， 首要的是
让职工吃得满意。 满意的标准
是什么？ 起码是热饭热菜、 荤
素搭配、 健康卫生。 有两点值
得注意。 一是 “饭点” 能否灵
活？ 有些单位的工作性质决定
了职工不能统一按时就餐或有
夜班员工， 这样的单位食堂能
否开设定时餐， 成为职工是否
满意的 “节点”。 二是食材采
购能否定点或随时督察， 目的
是确保食品的健康、 营养、 卫
生。 食堂出问题就是大事， 不
可掉以轻心。

“众口难调众人调”， 说的
是让职工在食堂管理中有更多
话语权， 由职工代表组成管委
会参与日常管理， 随时听取职
工意见， 改进工作， 并有权核
查、 公布账目， 让职工不仅吃
得放心， 而且吃得明白。

职工食堂问题看似小事一
桩， 但延伸开来却可能影响到
单位的向心力 、 职工的积极
性， 不可小觑。 希望领导们都
能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