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
一个重要条件是提高自身素
质 ， 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
要内容是提升文化修养 ， 文
化修养又必须接受文化生活
的熏陶 ， 而文化生活匮乏却
使前面所说的一切成为空谈。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灵活就业需注入制度活水

□张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中秋节临近， 各大商场、 超市里的各式月饼已经
开卖， 有的月饼不仅包装精美， 而且价格不菲。 比
如， 有的月饼用精美的铁盒包装， 还有的用高档纸盒
包装。 近年来， 月饼过度包装一直饱受诟病。 虽然每
年呼吁月饼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家简化包装的声音不绝
于耳， 但在部分地区， 月饼过度包装现象依然存在。
（9月14日 《经济日报》） □赵顺清

月饼简包装应成常态
汪昌莲 ： 近日 ， 深圳市人大

常委会在其官网公布了 《深圳经
济特区文明行为条例修正案 (草
案 )》 公开征求意见 ， 《修正案
（草案）》 第二十四条规定， 餐饮
经营者应当节约资源， 反对浪费，
不得设置最低消费等。 禁止设置
最低消费， 关键是强化日常监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商
品和服务价格监管机制， 完善价
格监督检查制度， 坚决查处各种
乱涨价、 乱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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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天津市人社局
获悉， 天津市推出多条 “硬
核 ” 举 措 ， 依 法 促 进 解 决
农民工欠薪问题 ， 2020年 1
至 8月 ， 天津通过行政协调
方式为劳动者追回工资 9514
万 元 ， 通过行政执法程序责
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补发拖欠
工 资 757万 元 。 （ 9月 14 日
《工人日报》）

天津 “硬核” 举措解决欠
薪， 对维护农民工权益来说无
疑是个利好消息。

分析既往典型案例， 我们
不难发现， 一是欠薪问题的根
源， 除了老板无良、 无赖， 劳
资双方权利地位不对称以外，
还在于社会信用机制缺失、 执
法执行力度不够、 劳动者维权
渠道不畅通； 二是农民工缺少
一个 “强势维权后盾”。 农民
工讨薪多是采取上门讨要方
式， 但一些欠薪企业根本没有
将他们的利益放在眼中， 导致
农民工采取极端方式讨薪的现
象时有发生。 作为基本回报的
工资都被拖欠， 无疑是对法律
法规的藐视。

毋庸置疑， 保护劳动者权
益， 也检验着社会公平。 就防
止拖欠劳动者工资而言， 在目
前的境况下， 各级管理部门、
监督部门要承担起做劳动者
“强势维权代表” 的责任。

一方面， 治理欠薪过程中
要盯住拖欠的重灾区 。 对建
筑、 餐饮、 加工等农民工相对
集中的行业， 制定有针对性的
工资支付办法， 规范工资支付
行为等。 另一方面看， 防范欠
薪更需要把治理欠薪的关口前
移 ， 把治理欠薪变成制度常
态， 而不能停留于年终集中算
总账。

总之， 治理欠薪顽疾， 必
须多些 “硬核” 举措， 即在制
度上安排更多保障方式 ， 在
救济上提供更多有效渠道 ，
在 监 管 上 加 大 保 护 力 度 ，
在问 责 上提高违法成本 ， 使
农民工工资变成谁也不敢触碰
的 “高压线”。

□沈峰

莫要为医美乱象
交“智商税”

让职工书屋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精神入口”

治理欠薪顽疾
就得多些“硬核”举措

谢庆富： 旺盛的需求，与混乱
的行业现状， 成为当前医美行业
发展的痛点 、难点 。面对求美者 ，
专业人士的告诫是，“如果有美容
需求， 一定要去有医疗机构资质
的正规机构就诊； 美貌只是相对
的，一些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的
美容项目，一定要权衡得失 。”遏制
医美行业乱象丛生， 需要加强监
管。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贪
图便宜选择非正规的医疗机构和
无资质的人员进行美容手术。

2020年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图
书配送目录已经确定， 新增包括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心理疏
导的权威普及读物等。 相关报道
说， 扛起 “工” 字责任、 以阅读
助力抗疫， 成为今年职工书屋建
设工作的一大亮点。

以阅读助力抗疫， 是职工书
屋贴近实际， 贴近职工的体现，
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由

此及彼， 职工书屋在丰富职工文
化生活中的作用还有很多， 潜力
很大， 譬如解决农民工文化生活
匮乏问题。

调查统计显示， 全国农民工
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超
过70%， 就业以从事制造业和建
筑业的人最多， 占农民工总数的近
50%， 还有半数农民工分布在第
三产业的各行各业。 这给我们认识
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依据。

数据是枯燥的， 且看现实的
印证。 稍加留意， 我们就可以看
到， 在城市里的建筑工地周围 ，
各种店铺内外， 下班后的农民工
三三两两 ， 或躺或坐 ， 抽烟 、
聊 天 、 打 扑 克 、 看 街 景 ， 很
少文化娱乐活动， 间或可以发现
少数农民工围着临街某个门店摆
放的电视机， 看几眼有兴趣的节

目。 如果走进农民工的宿舍 （有
的无非是工棚）， 也极少看到娱
乐设备或书报杂志。 许多农民工
的业余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被
打发着。

一方面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普遍偏低， 一方面是他们的文化
生活十分单调， 几近空白。 面对
这样的实际， “让农民工尽快融
入城市生活 ” 的口号显得很无
力， 也很遥远。 如果这个口号不
是说说而已， 那么， 我们就应该
做点什么。

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
重要条件是提高自身素质， 提高
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 提
升 文 化 修 养 ， 文 化 修 养 又 必
须 接 受 文化生活的熏陶 ， 而文
化生活匮乏却使前面所说的一切
成为空谈。 文化生活匮乏成了农

民工融入城市的又一道槛 ， 由
此， 改善和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
活顺理成章。

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 不仅
使他们无法提升自我 ， 融入城
市， 而且还可能因为精神空虚 ，
因为无所事事， 而选择其他方式
消遣， 如酗酒、 赌博、 阅读或观
看低俗 、 暴力 、 色情内容的书
刊、 影视， 个别人还可能走上犯
罪的道路， 给城市社会治安带来
隐患。 从这个意义上讲， 改善和
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就更显必
要了。

改善和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
活并非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事情。
既然近半数农民工集中在制造和
建筑业， 而这两个行业中又不乏
大中型企业， 原有的图书室、 活
动场所向农民工开放有多难？ 即

或新建也花不了多少钱， 总比可
能的肇事成本低许多吧？ 至于分
散的第三产业， 有关行业、 社区
管理机构， 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文
化娱乐形式把农民工吸引过来，
组织起来。 新一代农民工也有这
样的需求。

职工书屋是改善和丰富农民
工文化生活的有效载体。 全国工
会职工书屋示范点迄今已建成上
万家， 带动各地工会建成职工书
屋10余万家， 覆盖职工6000多万
人， 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已经
普惠职工1300余万人。 这些书屋
涵盖了多少农民工 ？ 受惠者几
许？ 各级工会应该调查一下， 征
求需要， 以便有针对性地配置图
书， 开展活动， 让职工书屋成为
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生活的 “精
神入口”。

近日， 北京率先在西山国家
森林公园试点 “无痕山林 ” 行
动， 并将在全市31家森林公园逐
步推广。 这项活动旨在倡导人们
在山林旅游和进行各种户外活动
时， “我的垃圾我带走”， 不留
垃圾， 不破坏自然环境， 提醒人
们离开旅游地后， 就像没来过一
样的 “无痕 ”。 （9月15日 《人
民日报海外版》）

“无痕山林” 是从国外引入
的概念， 提醒人们在自然中活动
时， 应关注并身体力行地保护与
维护生态环境， 适当处理垃圾并
保持环境原有风貌。 近年来， 旅
游、 登山、 野营等户外活动日益

增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户外
运动爱好者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
事情也屡屡发生。 针对户外运动
对自然和人文资源破坏的情况，
多地管理部门开始与专业人士、
民间团体合作，将国际上“无痕山
林” 理念引入中国， 倡导每个游
客都践行 “我的垃圾我带走”。

有这样一句经典口号 “除了
脚印， 什么也别留下”。 唯有如
此， 才有 “无痕山林”， “我的
垃圾我带走” 就是负起自己的一
份责任 ， 但这其实也是利人利
己。 一个好的环境， 让包括自己
在内的每个人赏心悦目， 这也是
一种精神上的陶冶和享受。

因此， 期待 “无痕山林” 在
更多的景区乃至所有的地方推而
广之。 当人与环境之间形成一种
良性循环， 比如 “我的垃圾我带
走”， 就会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

动， 乃至蔚然成风， 从而在进行
各种户外活动的同时， 使得周边
的环境， 都是洁净的、 美丽的，
就像没来过一样的 “无痕”。

□钱夙伟

“无痕山林”让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

当前， 我国灵活就业形式多
种多样， 从业人员规模2亿人左
右。 作为灵活就业的一种形态 ，
外卖骑手入职门槛低 、 时间灵
活、 收入与接单量挂钩， 成为不
少人就业 、 兼职的新选择 。 然
而， “被困在算法” 里的外卖骑
手， 也面临着无正式劳动合同、
无社保保障、 商业保险无人敢保
等职业梗阻。 记者调研发现， 这
些梗阻也存在于部分灵活就业群
体中， 缴纳社保存在户籍门槛、
工伤保险缺乏政策支撑、 劳动关
系难认定， 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三
大痛点。 （9月14日 中新网）

几天前， 一篇名为 《外卖骑
手， 困在系统里》 的调查文章引
起了广泛刷屏。 文章称， 在外卖
平台与系统的算法驱动下， 外卖
骑手成了高危职业， 为了避免差
评 、 维持收入 ， 不得不选择逆
行、 闯红灯等做法， 无形中也为
其安全问题埋下隐患。

细观灵活就业的三大痛点，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保障政策
的滞后。 客观地讲， 这与灵活就
业自身的特点有关。 确实， 灵活
就业从业者身份复杂， 劳动关系
复杂， 劳动方式也十分复杂， 有
些灵活就业在工作地点、 时间、

用工关系都呈现出弹性化特征，
给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
带来挑战。 这就需要加大制度供
给， 尤其是通过制度创新， 让灵
活就业有法可依。 而不是像现在
这样， 任由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的
合法权益处在无法保障的状态。

就业是民生之本。“六稳”的
第一个“稳”是稳就业，“六保”的
第一个“保”也是保居民就业，“饭
碗”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灵活就
业为稳就业注入活水， 灵活就业
需要注入制度活水。 正视痛点存
在，加大制度创新，灵活就业会更
加灵气活现。 □毛建国

禁止设置最低消费
关键是健全监管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