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在工人文化宫改革过
程中， 既引入了市场机制，
又坚持了公益性服务性的
方向， 它表明 ， 市场经济
与坚守宗旨并不相互排斥，
处理得当， 还可以相得益
彰； 同时也告诉我们 ， 工
人文化宫无论怎样谋求出
路， 坚守宗旨 ， 坚持本色
都应该是始终如一的。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把“就近就业”的课题做好做透

□张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我是黑客， 能通过技术手段帮你追回被骗的投
资款。” 在遭遇投资 “杀猪盘” 后， 一些诈骗受害人
把这样的非常规手段当作挽回损失的 “救命稻草”，
殊不知这样正好落入犯罪分子编织的又一个陷阱。 杭
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对类似剧情的一起 “黑
客” 诈骗案提起公诉。 （9月12日 新华社） □朱慧卿

“骗中骗”前溪： 先诊疗后收费、收费明
细模糊……近日，北京门头沟区市
场监管局陆续接到6起关于动物医
院价格的问题投诉，问题集中在动
物医院收费偏高且医药价格不透
明上。动物医院不能游离于监管之
外， 在专业方面需要精益求精，在
收费方面需要规范。主管部门和行
业协会应加速推进相关标准的制
定，监管部门要严格管理，从而让
“任性”收费划上句号。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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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管局9月11日发
布消息， 自9月1日升级版电子
眼开始抓拍 “驾驶车辆时接打
查看手机” “不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 交通违法行为之后， 10
天中已抓拍开车看手机 6000
起， 不系安全带3.3万起。 （9
月12日 《北京晚报》）

现实中， 由于部分司机安
全意识、 守法意识不强， 驾车
时不系安全带、 接打查看手机
的现象屡有发生。 但仅在10天
中， 升级版电子眼就抓拍到两
类违法信息共计3.9万起 ， 数
量如此之多， 不得不引起社会
关注和反思。

难道这两类违法行为的司
机不知道安全带的重要性和开
车时接打查看手机的危害吗？
非也， 他们都知道， 否则怎能
考取驾照。 究其主要原因， 还
是有侥幸心理在作怪。 过去，
对这两类违法行为取证难， 确
实是个老问题 。 若是有人举
报， 等交警赶到现场查证， 早
没了证据。

现在好了， 有了升级版电
子眼， 不仅能够看清车牌号，
驾驶人在驾驶时若未系安全带
或接打查看手机均能看清。 实
际上， 就是要用科技手段来打
消某些驾驶人的侥幸心理。 事
实证明该方法已取得了实效，
据北京市交管部门统计， 电子
警察抓拍的两项违法， 9月1日
最多， 以后每日均有不同程度
地减少。 已初步达到提升非现
场执法的质效 ， 震慑交通违
法、 减少安全隐患的目的。

对于两类交通违法行为，
固然需要有关执法部门依法严
厉打击， 但更需要有先进的科
技手段作支撑。 再好的规章制
度只有贯彻落实到位才管用，
防范违反交通法规行为， 既要
“人防”， 也需要 “技防”。 不
管是 “人防 ” 还是 “技防 ”，
都只是手段 ， 目的都不是处
罚。 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
要更好保护司机和他人的生命
安全。 否则， 一旦出了交通事
故， 再来接受教育和处罚， 为
时已晚。 □周家和

“周末儿童博物馆”
可以更多些

走好改革的路子 发挥工人文化宫更大的服务效能

打击交通违法
既要“人防”也要“技防”

李雪：9月11日晚， 由成都博
物馆首推的 “周末儿童博物馆 ”
在成都启动。 据悉， “周末儿童
博物馆” 的活动对象为14岁以下
的儿童 ， 以学龄儿童为主要对
象。 围绕此次活动主题 “乐游天
府”，成都博物馆推出7大活动，活
动内容涵盖了历史、民俗 、艺术 、
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 成都推出
的“周末儿童博物馆 ”值得点赞 。
这也给博物馆的创新提供了好思
路。 当然，更为期许的是， 让更多
“周末儿童博物馆” 涌现出来。

近日， 北京时尚控股旗下京
工集团 “京工1961” 通州北苑店
开门迎客。 家住通州区万方家园
锦园的李阿姨， 开店第一天就搀
扶着老伴儿来到店里 ， 告诉店
长 ： “我老伴儿这裤腿儿有点
长， 穿起来不利索， 您给改短点
儿。” 李阿姨说， 过去要改件衣
服， 得坐9站公交车到云景里附
近的一家店 ， 真是费尽周折 。
（9月11日 《北京晚报》）

在现实生活中， 裤子改短、
扦边儿， 衣服上的拉链坏了换一
下， 西服衬衫熨一熨， 老年人的
外套肥了改改瘦……这些事情
虽 然 很 小 ， 然 而 缺 少 了 它 ，

就会给市民的生活带来烦恼 。
特别像有些衣裤没穿过几次 ，
只是一条小小的拉链坏了， 就
被搁置在橱柜里， 占用了地方，
扔了又很可惜、 浪费， 有时让市
民左右为难， 真的不知道如何才
好， 迫切需要多些贴心的便民小
服务。

笔者以为， “京工1961” 好
就好在， 不仅把便民服务送到了
市民的家门口， 已经设立了16家
店铺， 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而且
在小小的 “裁缝铺” 里， 还配备
了自助针线盒 、 血压计 、 体脂
秤、 雨伞、 充电器、 擦鞋器、 急
救箱、 图书等用品， 搭载着多样

化的便民服务， 让等待的市民来
消遣， 使他们不再感到心焦和无
聊。 同时， 通过线上商城预订修
衣改衣、 成衣订制等服务， 也为
市民节省了时间和费用。 这种服

务既给市民提供了便利， 又有利
于建设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
型” 社会， 还树立了企业良好形
象， 因此， 值得学习和借鉴！

□费伟华

这样的便民“裁缝铺”多多益善

“虽然去广东打工工资会高
一点，但有老人和小孩需要照顾，
在家也有归属感， 生活成本也低
一些。”日前，在江西省宜春市万
载县三兴镇工作， 近40岁的徐啟
红笑着说。今年，万载县扶贫小分
队进村入户， 了解到徐啟红的就
业需求，通过点对点精准服务，将
徐啟红介绍到离家几公里的布袋
加工企业工作，实现家门口就业。
（9月13日 《工人日报》）

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工，
客观上是本地工作资源少或在本
地工作的收入低引起的。 到外地
打工， 固然是让一家人过上好日

子的思路， 但由于照顾不到家里
的老人、 孩子， 家庭成员各忙各
的，生活的幸福感必然受到影响。

针对这些情况，近年来，宜春
市总工会通过技能培训、 岗位上
门、产业推动、资金扶持等举措，
引导和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在家门
口就业创业。他们逐一排查，建档
立卡，一户一策找路子，针对来料
加工、现代农业、巾帼家政、电子
商务等领域，探索“企业+产业项
目+贫困妇女”发展模式，为农村
妇女造机会、搭平台、送岗位、创
效益。就近就业，大大增强了村民
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江西省宜春市的做法， 值得
借鉴。 政府有关方面应当把 “就
近就业 ” 的工作思路和工作任
务， 形成过细可行的意见， 并将
技能培训、 岗位上门、 产业推动
等事务， 由具体职能部门牵头落
实， 解决 “就近就业” 的基础性
问题。

在农村，无论是技术性人才，
还是普通劳动者， 都是宝贵的资
源。 关键是要把“就近就业”这个
大课题做好做透， 让村民在本地
留得住、吃得开、心情好，让他们
有归属感、幸福感，整个乡村才会
有“烟火气”。 □卞广春

动物医院不能
游离于监管之外

日前在青岛召开的 “贯彻落
实 ‘文保法’ 推进工人文化宫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传出信息 ，
截至今年6月底， 全国工人文化
宫清理整改和建设管理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 工人文化宫公益性
服务性更加突出， 并且， 与2015

年年底相比， 全国工人文化宫资
产总额增长31.79%， 建筑面积增
长49.87%， 总收入增长46.61%，
工人文化宫资产实现保值增值。
（9月11日 《工人日报》）

了解工人文化宫发展历程的
人都知道， 这样的改革成果可谓
来之不易。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 多年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衣食无忧”的
各地工人文化宫经历了一次 “生
死”变革———经济上“断奶”，从拨
款 “养” 事业到自负盈亏 “找饭
吃 ”；活动上 “脱轨 ”，从 “计划安
排” 到面向市场自谋出路 “找生
计”。这场变革伴随着经商大潮而
来，“以商养人”“以商养文” 几乎
成了许多工人文化宫的不二选
择。破墙开店、出租场地，乃至整
体转让，或改造成商品市场，或改

为娱乐中心， 工人文化宫徒留一
块招牌， 普通职工群众甚至很难
进入消费， 有人为此慨叹：“‘工
人’ 牌下无工人， 文化宫里没文
化”了。

在工会改革中， 全总把工人
文化宫整改工作纳入改革试点范
围， 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
进工会资产工作的制度文件，要
求积极争取党政支持 ，“收复失
地”。特别是国家制定了《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 全总抓住契机，
实施 《关于推动工会资产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才有了前
述成果。

但是， “收复失地” 并不等
于就解决了以往的所有困难和问
题。 山东胶州市总发现， 收回文
化宫， 运营仍面临三个难题： 一
是资金不足， 无法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 二是人员不专业， 无法满
足职工的个性化需求； 三是人员
紧缺 ， 无法保障活动持续性开
展。 应该说， 这些问题是有共性
的， 许多地方的工人文化宫都面
临相似的困扰， 亟待设法解决。

胶州市总的应对之策是，与
当地一家文化艺术培训机构签订
合同， 培训机构每年为文化宫提
供价值30万元的文体服务， 每年选
派9个专业12名老师，为全市职工和
寒暑假托管驿站职工子女提供
960个课时免费服务，以此置换文
化宫部分场地的使用权。试运行3
个月以来，文化宫相继推出声乐、
舞蹈、主持等12项课程，吸纳学员
1200名，受到了职工们的欢迎。

文化宫有场地， 如果不能充
分利用， 显然是浪费； 专业人员
有才能， 如果没有 “用武之地”

也是一种浪费， 二者通过市场化
运作， 彼此置换所需， 是双赢选
择， 更重要的是， 工人文化宫并
没有因此失去公益性与服务性本
色。 正如胶州市总的同志所说：
“通过场地置换， 使培训机构将
服务 ‘打包’ 搬进工人文化宫，
没花一分钱实现了让专业的人干
专业的事， 既解决了困扰文化宫
多年的难题， 缓解了经济压力，
又为职工提供了精准化 、 专业
化、 持续性的公益文化服务。”

在工人文化宫改革过程中，
既引入了市场机制， 又坚持了公
益性服务性的方向，它表明，市场
经济与坚守宗旨并不相互排斥，
处理得当， 还可以相得益彰； 同
时也告诉我们， 工人文化宫无论
怎样谋求出路， 坚守宗旨， 坚持
本色都应该是始终如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