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载两条“不起眼”的消息，
一则是， 广西南宁青秀区环卫站
第一期培训班开班，50多名环卫
工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脱产学习。
另一则是， 山东烟台牟平区总工
会第12期“爱心”育婴员培训班开
班，近70名困难职工家庭家成员、
下岗失业职工、 农民工及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参加了免费培训。

说起来 ， 工会搞这样的培
训， 范围不大， 课程简单， 且课
时有限， 更与培养技能人才， 建
设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战略相去
甚远 ， 基本属于 “小打小闹 ”。
（新闻报道都归入 “简讯” 一类）
况且， 类似培训应该有政府或企
业职能部门负责， 工会若不主动
去管 ， 不能算不作为 ； 主动管
了， 倒可能 “自找麻烦”。 工会
图什么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维
护职工权益， 服务职工需求， 让
职工更好地工作、 生活。 从社会
效果看 ， 则是为了和谐劳动关
系， 促进社会进步。

先看南宁青秀区的环卫工人
培训班。 环卫工人权益问题历来
是社会热点， 各界帮助他们维权
是客观条件， 如何让他们增强主

观维权意识和 “自卫” 能力更有
价值和意义。 南宁的培训班开设
了环卫工人常见职业危害与预
防、 突发情况处置、 环卫工作技
能培训、 案件申诉培训……等讲
座，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
性 ， 如果他们按计划把全区的
3000多名环卫工人轮训一遍， 其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如此，
他们还考虑将培训学习与技术考
级证书结合起来， 让环卫工人有
更多的选择机会。 这样的 “小”
培训， 却实在 “善莫大焉”。

再看烟台牟平区的育婴员培
训班 。 就业问题同样是社会热
点， 今年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还专门召开会议作出部
署， 而困难职工家庭成员、 下岗
失业职工、 农民工及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都属于就业重点扶持对
象； 家政服务又是社会 “缺口工
种”， 已被纳入国家 “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 ……对照牟平区工会
开办的这个培训班， 可谓处处体
现出为职工服务、 为大局服务。
他们不仅提供免费培训， 而且为
培训后考试成绩合格者推介工
作， 帮他们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一个小小培训班， 为参加培训者
介绍工作3800多人次的成绩， 其
社会效益不可小觑。

古语有言 “勿以善小而不
为”， 就是说， 不要以为是很小
的好事就不去做。 工会抓小事并
非“行小善”，而是做大事。 南宁、
烟台工会所做的， 不仅都是从实
际出发，有针对性的，而且简捷实
用， 产生的社会效益也决不止于

小事本身。试想，各行各业还有多
少与职工权益相关的知识需要有
针对性的普及？ 各种困难群体还
有多少人渴望学一门技能尽快就
业？ 如果各级工会都能够办起这
类 “小打小闹” 的培训班， 形成
规模效应 ， 将使多少劳动者受
益？ 为社会分担多少压力？

“勿以善小而不为”， 蕴含着
“以小见大” 的思维和方法， 工
会工作不能也不应该拒绝为职工
办小事 。 “群众利益无小事 ”，
千百万群众的小事汇集起来， 形
成共同诉求， 就是社会问题、 国
家大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 工会
为职工办小事， 就是在为国家、
社会承担一份责任， 而且能够扩
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力、 凝聚力，
办成工会的大事业。

■长话短说

近日， 11岁盲童高雅 “独自” 上学的视频引发
网友广泛关注， 她的妈妈于玲的大爱获赞无数。 被
称为 “影子” 妈妈的于玲火了， 但她的烦心事依旧
在。 高雅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读四年级。 对于
每天368米的上学路， 她都拿着盲杖， 一路敲敲打
打， 不仅要绕过盲道上停放的车辆， 还要挑战坑洼
的路面、 散落的石块……这些细节在视频中展现，
盲道不全， 盲道很 “忙”， 正是 “影子” 妈妈最大
的烦心事。 （5月22日 新华社） □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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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校企携手培养人才”值得推广

■世象漫说

“小打小闹”培训班，社会影响大效益

城市如何破解
小维修大收费难题

■劳动时评

工会维权服务
应有“管到底”精神

戴花： 日前， 北方多地遭遇
今年以来的首轮高温天气， 多个
城市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纪
录， 京津冀多地接连发布了高温
预警。 “炙烤模式” 提前， 高温
福利不能滞后。 用人单位应开启关
爱模式， 给予劳动者应有的高温福
利。 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具
体条件， 因地制宜， 适当调整夏季
高温条件下劳动和休息制度 ， 增
加休息时间， 减轻劳动强度。

“炙烤模式”提前
高温福利不能滞后

天歌： 近来，有许多人发现，
城市中的小维修往往会遭遇高收
费，东西坏了到底修不修，找谁来
修也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 站在
政府的角度来看， 对于一些和百
姓日常生活联系比较紧密， 同时
市场上又比较紧缺的服务， 要有
一定的应对措施， 比如能否通过
政策的倾斜引导更多人进入这一
行业； 比如能否从解决就业的角
度，通过免费培训的方式，扩大一
些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

“勿以善小而不为”， 蕴含
着“以小见大”的思维和方法，
工会工作不能也不应该拒绝
为职工办小事。 “群众利益无
小事”， 千百万群众的小事汇
集起来 ，形成共同诉求 ，就是
社会问题、国家大事。

警惕以街拍之名行侵权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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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在中建二局四公司第
二届青年人才成长论坛上， 主持
人提出一个问题，“高校学生认为
就业难， 而企业却觉得招不到人
才，这是怎么回事？”来自企业和
高校的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活
动中， 多所高校与主办方中建二
局四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将依靠各自的专
业优势、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和资
源优势开展建设实训基地、 二局
讲堂、 挂职锻炼以及科研合作等
活动， 共同促进青年人才的培育

工作。（5月23日 中新网）
实际上， 现在大学毕业生就

业难，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大学
毕业生难以适应岗位。 许多单位
在招聘时， 把多少年的从业经验
当作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这
于现在不少的大学生确实是勉为
其难， 因为大学生没有经过工作
岗位的实践， 哪来的从业经验，
而没有从业经验， 也意味着不可
能找到岗位。 在这种需求不对称
的情况下， 学校与企业及早 “联
姻”， 携手合作， 按企业要求定

向培养， 让大学生迅速成为符合
企业用工需求的人才， 既满足了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也让大学生
提前落实了就业岗位。

显然 ， “校企携手培养人
才”， 将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无
缝对接， 从源头上合理安排教学
资源， 避免就业机会不大的专业
盲目扩招， 有目的地培养目前就
业市场的紧缺人才， 使社会的人
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又实现毕
业生的充分就业。 这样的要才培
养模式值得推广。 □钱夙伟

□张刃

夏日来临， 京城时尚街拍胜
地三里屯太古里附近， 成了时尚
年轻女孩 “打卡” 地。 大量 “摄
影爱好者 ” 扛着 “长枪短炮 ”，
捕捉每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女
孩。 很多女孩表示， 莫名其妙被
拍照， 并不知道对方将照片做什
么使用， 也有女孩即使拒绝也会
被追着拍 。 近日 ， 记者调查发
现， 这背后有着一条网络营利的
产业链， 被抓拍的女孩会被用来
“展示穿搭”， 而背后则是被 “两
微一抖 ” 中的账号用来吸引流
量、 添加广告， 进而获利。 （5
月23日 《新京报》）

对于大多数被拍的女性来
说， 虽然也觉得对方不经自己同
意就拍照的行为有些唐突， 但难

免也会产生 “因为我漂亮所以才
拍我” 的心理满足感， 所以一般
都不会很强烈地拒绝。 至于说这
些人拍了自己的照片去干什么，
似乎没有多少女孩会在乎。 而媒
体深入调查发现， 这些街拍靓丽
女孩的照片， 绝大多数都被街拍
者发布到了自己的微博、 微信账
号上或者是抖音短视频平台上，
也有的被出卖给了专门的视频账
号 。 而这些青春靓丽的女性照
片， 可以为他们的自媒体吸引眼
球、 创造流量进而招揽广告商，
获取广告收入。 如果自媒体附带
有购物链接， 那么只要有人点击
这些链接， 账号拥有者也会获得
提成收入。

对于这种街拍之名行侵权之

实的做法， 首先需要被拍的女性
提高隐私保护意识， 不要随便同
意陌生人给自己拍照， 遇到有人
强行拍照， 可以采取用手遮挡脸
部， 或者是戴口罩等方式， 这样
拍出来的照片对对方也就失去了

意义。 与此同时， 微博、 微信、
抖音等自媒体、 短视频平台， 也
要对用户发布的内容加强审核和
监管， 不能任由这种拿别人隐私
换取自身利益的事情泛滥成灾。

□苑广阔

4月22日下午 ， 在上海嘉
定工会召集下， 某石油天然气
管业有限公司50名职工来到嘉
定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集中发放
劳动报酬的现场会， 领取了被
拖欠的325万元工资和经济补
偿金。 “这是一次全程 ‘管到
底’ 的维权服务。” 嘉定工会
职工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5月23日 《工人日报》）

回顾案件， 该案是用人单
位股东之间发生纠纷， 导致公
司无法继续正常经营， 导致职
工工资停发， 社保停止缴纳。
面对劳动争议嘉定工会启动
“应援尽援” 工作机制， 促成
劳动双方和解。 调解书约定的
15天付款期满后， 用人单位却
未能如期付款。 在工会的支持
和帮助下， 当地政府就工资部分
先行垫付， 以解决燃眉之急。

简单的案件回顾， 并不能
充分表明其中的艰难。 但是可
以肯定的是， 若没有工会的介
入， 以及多渠道想办法解决问
题， 恐怕职工的维权路还会艰
难许多。 尤其是倘若企业采取
推脱战术， 不仅会侵害职工的
利益， 影响企业的发展， 更有
可能成为一大社会稳定隐患。

工会维权服务不仅要创新
工作方式，更须具有“管到底”
的精神。 还是以案件为例，从
“依裁决”视为结案的传统援助
方式， 向需要申请强制执行援
助案件提供无偿“延伸”服务，
配合各级法院完成对执行案件
的审查等法律工作， 一方面可
有效改变“打赢官司，钱却没着
落”的尴尬；另一方面又能确保
职工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工会维权服务最为根本的
就是解决问题。 上海嘉定工会
法律援助通过申请强制执行 、
请政府先行垫资、 帮企业追债
等方式， 助50名职工讨回全部
欠薪的 “管到底” 过程， 无疑
树立了一个良好示范。 而且，
工会维权服务 “管到底”， 既
维护了职工的权益， 且避免了
法律 “打白条”。 于此， 是对
法律权威的维护， 更能提升劳
动双方信法守法的自觉性。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