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
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生
活的重要劳动大军。 提高农
民工整体素质的课题， 日益
迫切地摆在政府、 企业、 社
会和公众面前， 我们应当想
到并且努力为此做点事情 。
为更多农民工读书成才创造
条件就是其中之一。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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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为专业公司进社区回收小旧家电点赞

□张刃

■每日图评

6月25日， 端午节， 一位农
民工在广东东莞图书馆的留言迅
速在网络刷屏。 这位来自湖北、
名叫吴桂春的农民工 ， 今年54
岁， 来东莞打工17年， 其中有12
年坚持到图书馆读书。 今年由于
疫情的影响， 他原本工作的鞋厂
停工， 无奈之下打算返乡， 行前

到东莞图书馆退读者卡， 并且在
留言簿写下了对图书馆的眷恋与
不舍： “……书能明理， 对人百
益无一害的唯书也……想起这些
年的生活， 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
馆了 。 虽万般不舍 ， 然生活所
迫 ， 余生永不忘你 ， 东莞图书
馆 ， 愿你越办越兴旺 。 识惠东
莞， 识惠外来农民工。”

“识惠东莞” 源自著名哲学
家、 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先生为东莞图书馆题词 “知识惠
东莞”， 吴桂春也用在了自己身
上。 他只有小学文化， 刚开始来
图书馆看书时， 经常要借助 《新
华字典》， 经过十几年的学习已
经能够阅读较为艰深的大部头。
他靠着自己的勤劳， 用微薄的工
资养家的同时， 培养孩子研究生
毕业， 实现了自己年幼时因家贫

无法继续学业的梦想。
在许多人眼里， 农民工大多

没有什么文化 ， 也没有什么追
求， 只是进城打工、 挣钱养家的
劳 动 力 而 已 。 吴 桂 春 让 我 们
改 变 了偏见 ， 对农民工有了新
的认识。

现实中， 像吴桂春这样喜爱
读书并且因此改变命运的农民工
并非个别现象。 由于坚持读书学
习， 他们中的一些人告别了简单
的体力劳动， 有的步入了高技能
岗位， 有的成了企业管理人才。
当然， 这种改变需要坚韧的毅力
和不懈的追求。 仅凭这一点， 就
足以令人感佩。 他们用自己的成
长经历证明： 农民工不是只知道
挣钱养家的劳动力， 他们当中许
多人有理想 、 有追求 ， 渴望成
功， 也能够成功。

农民工为什么要读书？ 因为
他们渴望高于温饱的精神生活，
期望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 眼
下， 能够坚持读书的农民工可能
还是少数人 ， 但更多的农民工
（特别是年轻农民工） 有着同样
的渴望和追求。 只是苦于缺少书
籍、 缺少环境， 或者读书的自觉
性、 能动性还不那么强烈罢了。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 我们应
该如何引导、 启发农民工的精神
文 化 追 求 ？ 我 们 能 够 为 满 足
农 民 工兄弟的精神文化需求做
些什么？

吴桂春说 ， 东莞城市环境
好， 对外来务工人员非常包容，
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能平等地享
受到各种免费优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 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也点
亮了自己的知识人生。 这句话给

我们带来启示： 城市中、 企业里
有许多文化场所、 设施， 譬如图
书馆 、 阅览室 、 文化宫 、 俱乐
部， 向农民工开放、 为农民工服
务并不是什么难事， 也不需要额
外增加多少负担。 东莞这样的地
级市能够做到的事情，许多城市、
企业完全可以做到。 为什么不做
呢？ 因为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农
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甚至忽视
了农民工这个重要社会群体在城
市、企业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生活的重要
劳动大军。 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的课题， 日益迫切地摆在政府、
企业、 社会和公众面前， 我们应
当想到并且努力为此做点事情。
为更多农民工读书成才创造条件
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6月29日至7月5日是第
30个全国节能宣传周。 从6月29
日开始， 北京城六区的22个社区
将迎来 “小旧家电回收日” 试点
活动。 试点活动中， 专业回收企
业每天走进一个社区， 居民可在
家门口用废旧电器换取兑换券，
兑换券可换取米面油等常见生活
用品。 （6月29日 《北京日报》）

毋庸讳言， 现在电子产品越
来越普及， 小家电更新换代也越
来越快。 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有
关数据显示，我国正处于家电更新换
代高峰期， 每年淘汰废旧家电总量

数超亿， 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日
用小家电。 但是在购置新的小家
电时， 都会面对废旧小家电该如
何处理这一现实问题。

现在好了， 北京在城六区率
先启动专业公司进社区回收小旧
家电的试点活动。 一方面有助于
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回收渠道， 同
时也能让居民得到一定的实惠；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相关企业提高
回收效率、 降低回收成本， 提升
末端处置能力， 有效利用其中可
循环的各类资源， 打造可持续的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模式。

笔者建议， 专业公司进社区
回收小旧家电的试点还可更多一
些， 以后不只是北京城六区， 全
国各地有条件的居民小区都可以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广。
专业公司进社区回收小旧家电，
不能只是在全国节能宣传周， 而
应动员和鼓励更多符合相关条
件、 有资质的专业回收企业与社
区合作，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 进社区回收方法也可采用定
点和预约上门服务等多种方式，
使小旧家电进社区回收工作逐步
规范化、 常态化。 □周家和

近日， 2020年至2022年北京
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新三年
行动正式开启， 这一次将覆盖全
市16个区。 而2017年至2019年三
年整治行动也于日前圆满收官。
三年来， 北京市完成3000余条背
街小巷的整治提升任务， 涌现出
西城大栅栏街道施家胡同、 石景
山模式口南小街等394条传承文
脉、和谐宜居的“首都文明街巷”。
（6月29日 《北京青年报》）

对背街小巷进行精细化整
治， 北京已努力了三年， 如今又
开启新三年行动， 突显出其整治
背街小巷具有久久为功的干劲和
韧劲。

背街小巷是城市主要马路后

面的小街道、 弄堂等生活空间。
其虽然 “背” 而 “小”， 却是普
通老百姓生活的大舞台 、 大空
间， 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舒
适度 、 出行便捷度 、 呼吸清新
度、 耳根清静度。 总之， 关系到
老百姓的宜居指数、 健康指数甚
至是幸福指数。 故有人说： “城
市风貌是城市的 ‘面子’， 而背
街小巷则是城市的 ‘里子’。” 每
一个城市， 无论是否正在创建文
明城市， 都该努力扮靓每条背街
小巷， 让它们在新颜中散发魅力
和人文温度。

于此而言， 北京三年又三年
地整治背街小巷， 无疑是谋求科
学发展、 为民众办实事的举动。

扮靓背街小巷， 也应是其他城市
进行文明创建、 搞好城市发展的
一大要务 ， 不仅要整治背街小
巷 ， 还需要久久为功 ， 持续推
动； 不仅要改造背街小巷、 亮化
背街小巷 ， 让它们全部焕然一

新， 散发勃勃生机， 还要因地制
宜， 尽量追求大多数背街小巷样
貌不同、 韵味不同、 景致不同，
各有特色， 正所谓 “一条街巷一
处景， 各条街巷景不同”。

□李秀荣

■世象漫说

据报道， 各类婚恋平台的实名认证账户， 在
部分电商和社交软件中都有买卖渠道， 一些不法
中间商以二三十元一个的价格， 招揽人员在婚恋
平台实名注册， 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 都被包装
为月入数万的未婚 “高富帅”， 然后以数百元的
价格将实名账户卖出。 一名中间商坦言， 这些账
户大多卖给了做 “杀猪盘” 的骗子， “他们多数
都在东南亚， 通过软件向国内用户实施诈骗。”
（6月29日 《新京报》） □赵顺清

骗局

工会要成为
下岗职工创业的“助推器”

史奉楚 ：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草案于6月28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拟从六个方
面修改补充刑法。 草案规定， 从
高空抛掷物品 ， 危及公共安全
的， 处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将高空抛物列入刑法
打击范畴， 对其进行严厉的否定
评价， 有助于提高违法成本， 形
成有效震慑 ， 进而捍卫公众的
“头顶安全”， 让无辜者免遭天降
横灾。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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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市总工会对下岗职
工的关心， 给我们提供免费的
创业培训机会， 现在又为我们
提供创业资金扶持， 今后， 我
们将带动更多的姐妹投身到创
业的热潮中。” 近日， 在江苏
省兴化市总工会 “五一创业
岗” 授牌暨职工创业带头人座
谈会上， 下岗职工纪大姐说。
（6月29日 《工人日报》）

今年受疫情的影响， 不少
职工再就业也改变了观念， 有
些一时没有再找到合适工作的
职工就考虑自主创业， 这个想
法虽好， 但如果缺少相关部门
的扶持 ， 还是要多走些弯路
的。 兴化市在下岗职工创业上
起到了 “助推器” 的作用， 比
如， 举办免费创业培训班、 提
供创业资金扶持等， 让不少下
岗职工燃起了创业激情。

工会助推职工创业可以起
到其他部门不能起到的作用，
一方面， 工会组织对职工相对
熟悉，在沟通上比较顺畅。下岗
职工都把工会当作 “娘家人”，
所以，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喜
欢跟自家人说一说心里话。所
以， 工会组织对职工的情况更
了解，在帮扶上更加有针对性；
另一方面， 各级工会在帮助下
岗职工上都有一套完整的体
系，比如，培训的场地、创业资
金使用， 以及和相关部门协调
上都有自己固定“资源”，这是
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

值得注意的是， 工会组织
在帮扶下岗职工创业上， 除了
给以培训、 资金扶持外， 关键
还要 “扶智”， 现在是新知识、
新科技爆炸的年代， 我们要打
破传统的创业模式， 现在有不
少新产业、 新业态、 新商业模
式等， 这些行业尽管还处在发
展初期， 但未来的发展不容小
觑。 所以， 这些新业态行业创
业还是前途无量的。 当然， 这
就面临着对新知识学习的问
题， 我们各级工会组织要善于
抓好自身新知识学习， 才能在
“扶智” 上使得上劲。

总之， 工会组织在帮扶下
岗职工创业上大有作为， 有不
少文章可做。 □刘宝庆

高空抛物入刑
有助捍卫“头顶安全”

童星培训陷阱多
需要加强监管

为更多农民工读书成才创造条件

整治背街小巷需要久久为功

张立美： 据媒体报道， 一些
家长为了实现孩子的 “演艺梦
想”， 一步步掉进了一些儿童才
艺培训机构和演艺经纪机构联手
设置的高价陷阱， 投诉无门。 有
受访家长花3万元换来了5天培训
和2个镜头。 治理童星培训乱象，
保障家长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必须负起监管
职责。 要依法严惩童星培训虚假
广告， 切实提高童星培训虚假宣
传的违法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