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日报 》报道 ，吉林省总
工会联合吉林大学共同创办劳动
关系研究中心，4年来开展科研项
目40余个，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
学术专著5部，为全国工会系统招
收、培养硕士21名、博士22名 ，培
训工会干部近千人次，成为“劳动
关系理论研究高地”“工会高端人
才培养重镇”“工会工作决策咨询

智库”。由于劳动关系研究在工会
报道中属于稀缺信息， 因而引人
关注。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
织，工作对象就是亿万劳动者，劳
动关系可谓工会工作的永恒课
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劳动关系问
题日益凸显———从打破“大锅饭”
到优化组合， 从实行合同制到下
岗再就业， 从企业破产到自主创
业， 从传统产业工人到新业态从
业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劳
动关系深刻变革， 正是这些年来
工会不断调整工作思路、 适应形
势发展的基本依据。 在多年实践
中， 工会积累了处理劳动关系的
丰富经验， 但在理论方面的研究
却远远不够，或者说，劳动关系理

论研究没有跟上日新月异的实践
步伐， 而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亟待
上升到理论层面， 得出规律性的
认识，用以指导实际工作，并在实
践中得到检验。

应该承认， 广大工会工作者
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维护职工
权益， 服务职工群众做了坚持不
懈且卓有成效的工作； 许多理论
工作者也为调整、 和谐劳动关系
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思考， 形成了
不少成果。但是，凭经验或靠“本
本”指导工作都有缺陷，难免发生
偏颇。因此，如何使二者有效地结
合起来，更好地指导实践，创新理
论， 是工会实际工作者和劳动关
系理论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课题。

吉林省总工会主动携手吉林
大学，创办劳动关系研究中心，走

出了一条劳动关系研究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的新路子，而且成效
显著。 不仅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
基金在内的多项科研项目， 许多
成果填补了我国劳动关系理论研
究的空白，而且连续招收工会理论和
劳动关系方向研究生， 成为工会
高端人才“孵化器”，并且派出骨
干教师开办高级研修班， 为更多
的工会干部“提素”助力，可谓一
举多得。为此，工会提供一定的经
费和人员支持，完全“物有所值”。
所以，吉林省总工会表示，将全力
推动研究中心的实体化建设，增
加高端人才培养、 举办国际论坛
等， 力争打造成在国内外有影响
力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心。 这个设
想有远见，而且可望“超值回报”。

从高校角度看， 劳动关系是

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 坐在
书斋里是研究不出什么成果的，
必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包括教
训）作为研究基础和检验标准。近
年来， 舆论对于高校某些学科设
置不合理， 教学脱离实际需要多
有批评。 工会与高校合作研究劳
动关系，正是调整、改进的有益探
索，正如吉林大学负责人所说，与
工会合作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
究劳动关系的上好切入平台，学
校把其看作可能的学科增长点。
未来将更加密切与工会的合作，
努力占据这一学术前沿的制高
点。”由此想到，北京有更多著名
高校、资深学者，如果工会能够与
之合作， 共同研究劳动关系乃至
工会理论， 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
丰硕成果。

■长话短说

刚毕业的小吴通过某招聘网站来杭州一家公司
应聘， 该公司面试官表示对小吴一切都很满意， 但
要求小吴在入职前必须 “提升个人形象”。 该公司
一男子表示他有一家比较熟悉的美容医院， 不仅可
以给小吴提供优惠， 还能提供零抵押、 零担保、 低利息
的贷款手术， 并 “贴心” 地帮小吴联系贷款公司， 没有
多想的小吴顺利来到这家医院进行了整形手术。 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 整容之后应聘的公司如人间蒸发一般再
也无法取得联系。 （5月20日新华社） □老笔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美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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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网络法律援助可助力农民工维权

■世象漫说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推进劳动关系研究

期待“喘息服务”
惠及更多家庭

■劳动时评

短期工的权益
也应该有保障

莲子： 工信部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端口短信
举报投诉量仍处于高位。 端口类
垃圾短信举报投诉量 62132件 ，
环比下降3%， 占总量的71.2%。
法律应该明确， 通讯营运商的法
定责任， 凡出现垃圾短信骚扰，
营运商应该及时采取措施， 将骚
扰短信从源头掐死。

将骚扰短信
从源头掐死

天歌：吃完午饭，在回廊里散
散步，87岁的韩静洋老人心情不
错。“村里买单， 让我在高碑店卫
生院住上半个月。 平时孩子们常
年照顾我，现在终于能喘口气儿、
解解压了。”韩静洋说。今年4月，
朝阳区高碑店村试点喘息服务，
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为期半
个月的托养照护， 减轻其家属的
压力。各地各级政府，以及一些企
业、单位，都应该围绕“喘息服务”
做必要的考虑和规划， 让其制度
化。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和鼓励企
业、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其中，从而
让“喘息服务” 惠及更多中国家庭。

工会与高校合作研究劳动
关系 ，正是调整 、改进的有益
探索，正如吉林大学负责人所
说 ，与工会合作 “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研究劳动关系的上好
切入平台，学校把其看作可能
的学科增长点。 ”

对倒卖“明星小药”须探索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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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5月20日上午召开新
闻发布会， 介绍 “中国法律服务
网上线一周年” 相关情况。 司法
部副部长熊选国表示， 为做好农
民工欠薪求助， 中国法律服务网
开通了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
道。 农民工可通过该绿色通道，
进行讨薪咨询、 寻求法援和问题
反映 ， 方便农民工获取法律咨
询、 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
（5月20日央视网）

司法部在中国法律服务网开
通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 对
寻求法律援助的欠薪农民工一律
免于经济困难条件审查， 实现了

法律援助无条件、 零门槛， 且能
够实现 “立等可援”， 在农民工
提出申请的当天就能够指派律师
提供法律援助， 给农民工讨薪维
权提供了极大便利 ， 降低了 农
民 工 维 权 的 法 律 成 本 。 在 中
国法律服务网上 ， 有 922名律
师 、 公 证 员 、 法 律 援 助 工 作
者等法律服务人员组成的驻场
法律服务团队， 汇聚了全国77万
多家法律服务机构和139万多名
法 律 服 务 人 员 信 息 ， 汇 聚 了
66637部法律、 行政法规 、 地方
性法规、 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
另外， 还有专家团队对驻场法律

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点
评。 这些法律服务资源构成了农
民工讨薪维权的强大后盾， 提升
农民工维权的效率和成功率， 提
振农民工维权的信心。

网络法律援助助力农民工维
权进入 “云时代”， 可以让农民
工的讨薪维权法律援助需求与法
律援助服务供给高效精准对接，
可以让法律支持借助互联网+发
挥更大的作用。 下一步， 司法部
应该加大对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
通道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农民工
知道通道的存在。

□李英锋

□张刃

近年来， “肤乐霜 ” “维E
乳” “润喉清咽合剂” “创伤乳
膏” 等北京各大医院配制药剂因
价格低、 疗效好， 被消费者追捧
为 “明星小药”， 致使销售紧俏，
一些人看准商机， 通过网络社交
平台大量发布广告、 销售 “明星
小药”。 近日， 北京市公安机关
与行政部门展开行动， 揭开了倒
卖 “明星小药” 背后的黑色利益
链。 （5月20日 《北京青年报》）

一些医院自制的 “明星小
药” 之所以遭遇疯狂倒卖， 甚至
形成了黑色利益链， 无非出于两
个原因： 一是这些医院自制药剂
效果很好， 赢得了患者的一致青
睐， 同时市场上的药店里还买不

到； 二是这些 “明星小药” 的利
润空间十分巨大， 从医院40多元
买到的药品， 到了网络上转眼就
成了200多元， 所以才有人铤而
走险， 不择一切手段， 不惜冒着
违法的代价倒卖 “明星小药”。

在巨大的市场利润刺激下 ，
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如何才能遏制 “明星小药” 被疯
狂倒卖， 并且彻底斩断背后的黑
色利益链呢？ 除了采取法律手段
依法打击， 并且从医院的角度出
发遏制 “明星小药” 被药贩子大
量购买、 囤积之外， 我们还应该
从源头探索治本之道。 “明星小
药” 之所以受到药贩子的青睐，
就是因为其在市场上奇货可居，

那么作为配制这些 “明星小药”
的医疗机构，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 能否和正规的药品生产企业
合作 ， 扩大 “明星小药 ” 的产
量， 让其变为 “普通小药”， 那

么市场不再奇货可居了， 消费者
想买就买了， 药贩子自然也就没
有利润空间了 ， 围绕 “明星小
药” 背后的黑色利益链才会土崩
瓦解。 □苑广阔

短期用工人员因其用工时
间灵活、 成本低等优势备受招
工单位青睐。 这类劳动者大多
为外来务工人员。 然而， 《工
人日报》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由于这部分劳动者法律意识较
弱， 一些用人单位常打着 “短
期灵活用工” 等幌子， 不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不为他们
缴纳社保， 进而侵害其劳动权
益。 （5月21日 《工人日报》）

短期工到底是不是用人单
位的员工？这个问题，击中了当
前多元化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
障的“要害”———他们与用人单
位之间， 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
关系？殊不知，劳动关系与劳务
关系，一字之差，区别很大。

针对在多元化就业结构中
成长起来的短期工劳动群体，
政府应实行 “包容审慎” 的监
管， 在鼓励创新的同时， 还应
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保障制度，
引导企业规范用工、 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比如， 可以因群体
施策， 实行分类认定管理。 对
于依靠脑力劳动和特殊技能获
得较高收入、 更愿意以自由职
业身份存在的人群和行业， 可
以参照民事合作关系予以认
定； 而对于主要依靠体力劳动
获取报酬、 职业风险较高、 平
等协商能力较弱的， 政府应加
强正面引导， 杜绝企业借民事
合作之名， 行规避劳动关系法
律适用之实。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地方
已开始探索， 在短期工集中的
行业引入工会制度， 保障劳动
者权益。比如，上海正在探索，
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两次
覆盖”，针对快递物流员、网约
送餐员、 家政服务员等六大新
型就业群体， 以推行联合工会
等方式， 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
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特别是，应
扩大商业保险的覆盖面。 对于
容易产生交通事故、 带来社会
负面因素的行业，如外卖送餐、
快递物流等， 可以由平台出面
与保险公司协商，为送餐员、快
递员统一购买人身意外险、第
三者责任险，以较低的保费，实
现较好的劳动保障。 □汪昌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