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是一场战役， 也是一场考试，
验证着人们的责任意识 、 职
业精神 ， 对于密切相关的从
业者还同时意味着危险 。 实
践证明 ， 绝大多数干部 、 职
工能够经受住考验 。 眼下这
场阻击战中 ， 千千万万 “天
使 ” 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这一
点 。 我们应该赞美和弘扬这
种崇高的职业精神。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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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打好企业复工复产“战疫”的主攻仗

疫情阻击战凸显了亿万职工的崇高职业精神

对趁“疫”打劫者
必须依法严惩

■劳动时评

火线提拔，
彰显用人导向

□张刃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刘红颖│本版编辑 卢继延│２０20年 2月 7日·星期五

■每日图评

“共享员工”亟待权利保障机制跟进

严峻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
虐， 令众多医护人员冲上了与死
神较量的第一线。 生死关头选择
了危险， 靠什么？ 为什么作出这
样的选择？ 面对记者提问， 他们

大多不善言谈， 语气恬淡， 不仅
有些讷言 ， 甚至眼含泪水 。 但
是，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自己的
职业和责任。 这答案虽然简单、
质朴， 却意境高远。

赞美白衣天使的同时， 我们
还应该想到，为了防控疫情，也为
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和绝大多
数人的健康， 还有许多人默默地
付出了汗水和艰辛。 他们虽然没
有身处病房，没有亲手救治患者，
但他们的劳动却与疫情防控息息
相关， 他们当中大多是普通劳动
者，但他们堪称幕后英雄。

试想， 如果没有科研人员的
日夜攻关，就没有尽快制定、及时
调整的防治方案； 没有调查人员
的密切跟踪，就很难摸清发病、感
染的途径； 没有管控人员的严密

值守， 就可能发生更多的交叉感
染，以致疫情扩散；没有保洁工人
的及时清运， 就无法迅速处理可
能引发更多疫情的污染垃圾；没
有殡葬工人的尽心服务， 就不能
使不幸病逝者安息， 也难安抚生
者的伤痛；没有新闻记者，受众无
法了解防控工作进展， 获取相关
信息、知识，借以更好保护自己，
调适心理情绪……他们当中的许
多人，甚至同医护人员一样，时时
直面死神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也是“天使”。

危难之际能够挺身而出， 堪
称英雄行为。 在实际行动面前，
任何高谈阔论， 即使豪言壮语 ，
都显得苍白 、 多余 ； 而临阵退
缩、 推脱责任， 纵使说得天花乱
坠， 也是谎言， 是虚伪。 那么多

奉献者 “讷于言而敏于行”， 甚
至冒着生命危险， 体现的是高度
自觉的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的核心是责任。 责
任既是客观约束， 也需要主观觉
悟， 是对自己职业的认同， 也是
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职业有别，
责任无异。 从高层领导说 “我们
是负责任的政府”， 到普通劳动
者讲 “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承
担这份责任”， 奋战和奉献在防
控疫情阻击战各个岗位的劳动者
身上， 无不体现着由钟爱职业而
激发的负责精神。

日常工作中， 我们常讲爱岗
敬业， 提倡的正是职业精神。 作
为社会成员 ， 这并不算过高要
求， 却能在危急关头彰显作用。
疫情骤降， 几乎威胁到了每一个

人。 如果我们人人都肩负起自己
的职业责任 ， 就能汇聚成惊天
地、 泣鬼神的巨大力量， 就能战
胜任何艰难险阻。

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一
场战役，也是一场考试，验证着人
们的责任意识、职业精神，对于密
切相关的从业者还同时意味着危
险。 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干部、职
工能够经受住考验。不过，我们还
是应该自问： 假如发生另外一场
灾难，事关自己的职业，我们能不
能冲上去？能不能做奉献？这里不
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 只有一条
底线—————职业责任。 守住底线
就是英雄。眼下这场阻击战中，千
千万万“天使”已经用行动证明了
这一点。 我们应该赞美和弘扬朴
素又崇高的职业精神。

当前， 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将
陆续复产复工，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
阶段。 记者5日从市总工会获悉，
《关于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加
强全市复产复工企事业单位职工
防疫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已制
定并下发， 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
织要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全国总工
会相关工作要求， 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作用， 通过 “五条措施” 做
好复产复工企事业单位职工防疫
服务保障工作。 （2月6日 《劳动

午报》）
随着企业员工陆续到岗，加

强自我防护刻不容缓。 疫情面前
没有旁观者， 每一名员工都要扛
起责任担当，以争当有素养、有涵
养、有道德、有公德职工的积极作
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

疫情面前， 企业复工复产面
临着诸多困难，这个时候，政府职
能部门要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
呵护，定能让企业倍增信心、看到
希望，形成政企同心、克难求进的
良好局面。于此而言，要继续深化

暖企服务，立足“一企一策”、分类
施策，帮助协调解决资金需求、市
场信息、技术支撑、公共服务等问
题， 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对企业
发展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 疫情防控是一
场硬仗大仗， 也是对企业治理能
力和管理水平的检验。 只要以最
快速度完善工作机制、 用最强力
度落实防控措施、 从最优角度超
前谋划应对， 拿出精细化治理的
行动力， 就一定能赢得这场 “战
疫”的决定性胜利。 □徐剑锋

疫情期间， 一面是餐饮等企
业停业造成的人员溢出， 一面是
商超、外卖行业人员紧张。此时，
一个创新性的“共享员工”模式被
提出， 并在一些餐饮企业和零售
企业身上先行先试。那么，共享员
工模式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
不同行业对此模式有何疑惑？成
本和风险该如何防控？ 该模式将
在“特殊时期”发挥多大的作用？
（2月5日《北京商报》）

从市场来看，“共享员工”自
然可以称得上是疫情期间应急模
式， 不过也不排除会成为未来的
一种趋势。 毕竟， 诚如专家所指
出，未来的工作模式、工作体制都

在不断变化， 从业者并不一定要
捆绑在某一家企业中。 从这一层
面讲，“共享员工” 或可成为未来
的一种工作模式。 不过， 笔者以
为，“共享员工” 唯有规范管理跟
进， 才能有利于各方以及保护从
业者合法权益。

最简单来理解， 一则员工的
东家与“临时”东家有必要加强沟
通协作， 以规避开业后员工无法
正常回岗的窘境 ；二则在员工
合法权益及待遇上也应给予充分
保障，比如，特殊时期不妨采用相
对灵活的“小时工”方式合作；三
则也应把好这些 “共享员工”的
“准入关”， 尤其对于跨界共享员

工，更应该做好相关技能培训，以
更好地满足用户需要。

总而言之，“共享员工” 模式
是疫情期间解决用工难题可行性
尝试，这种创新值得借鉴。另外，
也诚如专家表示， 短期来看是一
种员工过渡或借用， 长期来看是

一种共享机制， 对企业间长期合
作有重要意义。于此，也期待“共
享员工”模式能够规范前行，于劳
动用工监管来讲， 也有必要完善
举措， 对其中可能出现的侵害劳
动者权益现象及时干预纠偏 。

□杨玉龙

■长话短说
元宵晚会取消现场观众
体现人文关怀

多位明星向封面新闻
记者透露： 今年央视元宵
晚会， 从主题、 风格、 内
容、 阵容等多方面， 与往
年相比做出了重大调整。
晚会将以 “万众一心、 众
志成城、 抗击疫情、 鼓励
信心、 为武汉加油、 打赢
阻击战” 的节目为主打。
因为疫情的缘故， 举办了
30多年的央视元宵晚会暂
时取消现场观众的设置，
确保防疫工作严密到位。
（2月6日封面新闻）

疫情面前， 央视元宵
晚会及时调整主题和内
容， 以抗击疫情为主打节
目， 体现了公共媒体的责
任担当。特别是，取消现场
观众的设置， 确保防疫工
作严密到位， 既是对科学
的敬畏， 也是对生命的尊
重，值得地方卫视仿效。

在全国抗击疫情的紧
要关头， 央视元宵晚会取
消现场观众， 从小处讲 ，
是坚守社会效益第一的具
体表现； 从大处讲， 体现
了人民健康至上的原则 。
换言之， 央视元宵晚会取
消现场观众， 减少人群聚
集，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
护公共卫生安全， 使公众
正确应对可能发生的疫情
风险， 更好地呵护生命 。
事实上， 作为电视媒体 ，
就应该成为医疗卫生科普
教育的主阵地和先行者。

通过电视媒体， 让公
共医疗卫生教育进入社会
各个阶层， 让应急技能贯
穿人生的始终。 通过公共
医疗卫生教育， 彰显 “知
识守护生命 ” 的人生理
念 ， 体现以人为本的原
则， 促进人的自然生存和
社会生存能力的提升， 有
效地预防病毒疫情等各类
风险， 将影响程度降至最
低， 为每个家庭的幸福和
谐提供坚强的保障。

□汪昌莲

阿峰 ： 因虚假宣传药物疗
效、 哄抬价格， 密云一家药店将
面临处罚。 2月4日， 密云区市场
监 管 局 向 北 京 京 盟 汇 康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密 云 鼓 楼 店 送 达 了
《处罚听证告知书》。 经商赚钱天
经地义 ， 但君子爱财需取之有
道， 这个道就是正道、 道义。 保
持市场秩序稳定， 是商家义不容
辞的法律责任、 社会责任。 对趁
“疫 ” 打劫 、 牟取暴利的行为 ，
必须依法严惩， 绝不姑息， 绝不
手软， 才能维护市场秩序、 稳定
人心。

张西流：以实干论英雄，让有
为者有位。近日，湖北省咸宁市火
线提拔干部、表彰公安干警，在全
国引起积极反响， 形成了一股凝
聚“抗疫”信心的强大动力。 不可
否认，疫情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是
对领导才能、精神境界、人格力量
的一次全面检验。烈火炼真金，关
键时刻看担当， 让有担当的人有
位， 让基层一线表现突出的干部
得到提拔重用， 也是党和国家一
贯坚持的用人导向。

■世象漫说

□李玉海 画抗击疫情 入户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