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日坚守不能只让劳动
者讲奉献，更尤为重要的是保
障他们的权益。所以，加班费
不仅要“精于算”，更应追求落
实率。

今年以来， 刷脸支付在各大商店、 餐馆逐渐铺
开， 消费者在购物付款时， 不用打开手机二维码，
只是看一眼支付设备， 就能轻松完成付款。 但消费
者和商家在感到新鲜、 好奇的同时也发现， 这一设
备利用率较低， 体验也没有二维码支付好， 还存在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10月8日中国之声）

□王成喜

■网评锐语

刷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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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孝老敬老莫忘精神食粮

加班费不仅要“精于算”更应追求落实率

节日景区门票降价
符合大众期待

■劳动时评

钱夙伟： 国庆长假结束，全国
各地迎来旅客返程高峰。 虽然对
国庆假日依依不舍， 但这样遗憾
的心情， 很快被父母长辈用爱装
满的后备箱和行李箱治愈了 。对
子女的付出， 父母的爱从来没有
任何的条件，倾尽所有，却从来不
求任何的回报。无疑，父母的爱是
天底下最无私最真挚的爱，也因此
而无价。许多网友说，一只只“爸妈
的后备箱”“令人想哭”，但这显然
远远不够，最重要也最需要的是，
不妨不时地晒晒自己的 “后备
箱”，到底给父母准备了什么。

不妨晒晒
为人子女的“后备箱”

徐建谈： 据文化和旅游部消
息，此次国庆期间，全国多个景区
推出优惠活动吸引游客。 安徽省
38个国有重点景区降低门票价
格， 部分景区门票价格下调幅度
超过10%，湖北十堰武当山景区实
行“一票管三天”政策 ，吸引了大
批游客。长久以来，景区门票价格
居高不下，不仅不利于节庆氛围的
营造，同时也不符合人们假日出游的
现实需要和共同期待。 反之节日景
区门票应声而降， 既可以说是势
在必行，也可以说是人心所向。

伴奏的二胡起弓， 63岁的张
树枝第一个出场 ， 唱起了粤曲
《锦江诗侣》。 伴着悠扬的旋律，
坐在台下的百余名老人跟着低声
哼唱。 这是10月6日在广州番禺
区石碁镇蓝态爱心环保餐厅举行
的重阳敬老活动， 近90名志愿者
为社区老人们义务理发、 做爱心
面条， 并且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歌
舞演出。 （10月7日 新华社）

爱心餐厅、 老年学校、 社区
义诊、 志愿服务……如今， 孝老
爱亲的风尚已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 更多人把目光投入到老年群
体身上， 更多的人愿意尽自己所

能为老年人提供帮助， 每每这样
的新闻总能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
温暖与感动 。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 我们今天为老年人所付出的
关心关爱， 也是在为每一个人年
老之时所培植下的孝老土壤， 最
终受益的也会是自己。

孝老敬老不但要给老年人提
供物质上的保障， 更要实现精神
上的满足， 很多老年人缺乏的正
是精神食粮。 既要给老年人创造
接触文化艺术的场所和条件， 也
要给老年人展现自身艺术才华的
空间， 有的地方创办老年人艺术
团， 让老年人能够时不时登台献

艺 ， 大大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
活， 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归属，
类似这样的形式往往是老年人所
渴望的， 也是践行孝老敬亲的积
极行动。

老年人为国家建设、 为家庭
发展、 为子女成长付出了毕生心
血， 他们的晚年生活理当是多姿
多彩的， 社会有责任满足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 大力发展老年人的
文化艺术事业， 让更多老年人能
够展现自己的才华， 释放自己的
价值， 重温阳光与朝气的生活，
享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胡蔚

国庆假期， 有些劳动者在假
日期间坚守岗位， 劳动法规对加
班者的权益有着充分的保障。 如
果国庆假期7天全部加班的话 ，
光是加班费就可以抵得上17天的
工资了。 一些单位会在节日期间
给员工发红包或过节费等以示奖
励， 但红包是一种福利， 加班费
则是对劳动者放弃法定假日休息

的一种补偿， 红包不能冲抵加班
费。 （10月8日 《北京日报》）

国庆坚守在所难免， 但是这
些坚守者的合法权益却不能忽
视， 其中之一就是相关待遇。 今
年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
休， 共7天。 这7天假期当中， 只
有10月1日至3日是国庆法定假
日， 另外4天属于相邻公休日或
调休时间。 也就意味着， 在此期
间， 用人单位若安排员工进行工
作， 相应的加班费须给付到位。

以北京市为例， 根据 《北京
市工资支付规定》， 用人单位在
10月1日至3日这3天安排劳动者
加班的， 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
人日或小时工资的300%另行支

付加班工资； 10月4日、 5日、 6
日、 7日，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加班的， 可以选择给劳动者安排
补休而不支付加班工资， 否则应
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
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其实， 对于加班费相关劳动
法规有着明确的规定， 只要用人
单位落实好主体责任， 重视员工
的合法权益， 加班费的落实就不
是 问 题 。 而 事 实 上 ， 通 过 先
前 媒 体报道就会发现 ， 国庆一
天未休， 加班费却没着落， 还有
一定程度存在。 如此， 一方面侵
害了加班员工的合法权益； 另一
方面从情理角度来讲， 也会让涉
事员工心生不公， 乃至影响到工

作效率。
国庆加班费别成画饼充饥 ，

除去用人单位的守法自觉， 劳动
者应增强维权意识。 比如， 劳动
者在遇到用人单位拒付加班费，
或者不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形
时， 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更须留意的是， 虽然单位在节日
期间给员工发红包或过节费等以
示奖励， 但这些福利并不能冲抵
加班费， 自己应得的加班待遇就
须积极争取。

另外， 针对假期值班和加班
相关待遇问题， 相关职能部门不
仅要做好劳动法律法规知识的普
及， 使劳动双方增强法律意识，
而且更重要的是能主动出击， 帮

助劳动者维权。 比如， 用人单位
在加班费上玩猫腻时， 工会理应
及时介入， 劳动用工监察部门不
妨对假期加班待遇落实情况搞好
调研督查， 减少侵害劳动者权益
现象的出现。

总之， 节日坚守不能只让劳
动者讲奉献， 更尤为重要的是保
障他们的权益。 所以， 加班费不
仅要 “精于算”， 更应追求落实
率 。 尤其是 ， 用人单位应认识
到， 保障好员工的合法权益才能
筑牢事业发展之基， 就不能在加
班费或值班费上动歪脑筋， 该发
的钱发到位， 该发的福利也不落
空 ， 才能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
系， 实现双赢与多赢。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授课是教授的本分

□李雪

出协和医院北门， 步入煤渣
胡同， 香花绿树一路相随， 道路
中间机动车只走不停， 两侧人行
步道宽敞整洁， 漫步其中， 自在
畅快。 这是近日亮相的北京市首
个交通安宁步行友好街区的一
隅。 （10月8日 《北京日报》）

据介绍 ， 今年4月 ， 北京市
东城区提出打造 “交通安宁步行
友好街区” 以来， 先后对王府井
商业街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7条胡
同进行改造， 将原来的行车道普
遍缩窄为4米至5米， 两侧人行步
道均拓宽至1米以上， 并重新铺
装地面、 施划交通标识， 既保障

了行人通行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又保障了机动车畅通， 减少拥堵
现象。

笔者认为， 城市交通管理是
个精细活， 需要有绣花的功夫。
与其做加法不断增加核心区行车
路面宽度， 还不如不再做加法，
甚至做些微小减法。 比如多设几
条交通安宁步行友好街区、 车辆
禁停街， 将一些相对狭窄道路干
脆进行缩窄后改为单向行驶， 增
加人行步道宽度， 减少人车争夺
空间的现象。 治理核心区街道交
通拥堵问题， 不能头痛医头， 脚
痛医脚， 而是要标本兼治， 应该

多想想在拓宽和增加道路面积以
外， 还有什么更好办法来解决。
北京东城区打造 “交通安宁步行
友好街区” 的做法， 不仅是对北

京， 对我国其它大中城市的交通
治理或许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意义。

□周家和

■世象漫说

报载 ， 教育部 将 出 台 新
规， 大学教授、 副教授连续三
年不给本科生上课 ， 将面临
“下课”。 此前， 教育部已多次
发文 ， 要求将教授为本科生
上 课 作 为 一 项 基 本 制 度 执
行。 看来， 教授不讲课现象依
然如故。

师者 ， 传道授业解惑也 ，
条条离不开讲授， 讲授自然离
不开上课。 教授就是教师， 有
什么理由不上课呢？ 或曰， 教
授学识水平高， 应该去培养硕
士、 博士， 但凭什么就不能培
养本科生呢？ 我们总是说要建
设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当然要
有一流本科， 一流本科当然需
要一流教师， 教授为本科生讲
课责无旁贷， 站在教学一线更
是份内之责。

有人说， 一些教授不上讲
台， 是因为主要精力用在科技
开发和学术研究上了。 不可否
认， 许多高校承担了不少科研
项目， 研究、 开发也属教授职
责。 但是， 教学与科研不能本
末倒置。 高校不是研究院， 教
授不是研究员， 教书育人才是
本职工作， 如果连续三年不给
本科生上课， 显然应属失职行
为， “下课” 并不冤枉。

有人指出， 一些教授不上
讲台， 专注于研究、 开发， 有
利益因素的考量 。 谁都知道 ，
搞一个立项课题是有 资 金 支
持的 。 就个人收入而言 ， 远
超辛辛苦苦备课 、 讲课 ； 就
发展前途来 看 ， 倾 心 备 课 、
讲课者反不如全力写论文、 搞
项目的 ， 这种事例所在多有 ，
难怪一些教授淡漠讲台， 不愿
讲课。

教授不讲课， 如同医生不
看门诊， 演员不登台， 记者不
写新闻， 工程师不画图纸……
实等于不务正业， 因此被 “下
课”， 理所当然。

敦促教授上讲台， 需要觉
悟， 更需要政策。 既然规定了
“三年不给本科生讲 课 ” 者
“下课 ” ， 就应该严格执行 ；
与 此 同 时 ， 还 要 改 变 唯 论
文 、 唯课题 、 唯项目的考评
机 制 ， 鼓 励 坚 持 一 线 教 学
者 ， 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和发
展通道。

□一刀 （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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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友好街区”是交通治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