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学堂让工会更具吸引力

近年来， 日照市总工会以莒
县为试点， 在全市创办36所农民
工学堂 ， 紧扣 “设在哪 、 教什
么、 怎么入”， 结合农民工实际
需要组织开展技能培训， 让农民

工不出村不出园区学技能、 家门
口能入会， 全面激活农民工源头
入会的 “蜂巢效应”。 今年以来，
该市新发展农民工工会会员1.8
万余人 。 （11月17日 《工人日
报》）

正如有的农民工学员表示：
“没想到农民工学堂这么好， 我
不仅能够在家门口免费学技能，
还能加入工会， 享受惠工加油补
贴等各种普惠服务 。” 可以说 ，
建 在 农 民 工 身 边 的 学 堂 ， 不
仅 精 准对接了农民工技能提升
的需求， 而且也有利于他们深入
了解和便利接触工会， 从而主动
加入工会， 从而使他们的权益和
利益更有保障。

具体来看， 围绕特色小镇、

田园综合体等乡村振兴项目， 日
照市总工会在乡镇街道、 社区服
务中心、 村委大院设立学堂； 在
省级、 市级工友创业园设立农民
工学堂实训基地， 实现培训与实
操、 培训与就业创业相结合； 还
将农民工学堂建在行业社会组织
机构中。 这些举措， 把学堂设在
农民工中间， 为他们学技能、 用
技能提供了便利和通道。

而让农民工进 “家” 的做法
更值得称道。 日照市总工会坚持
入学先入会原则， 以农民工学堂
为阵地， 以关爱农民工、 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为抓手， 开展农民工
入会集中行动； 还同步建立工会
组织， 打造共享职工之家， 建设
户外劳动者驿站等， 通过开展普

惠性服务， 让广大农民工共享工
会组织的关爱， 真正实现了 “进
家” 舒心， “进家” 安心。

上述不难发现， 农民工学堂
具有多重积极成效 。 从实践来
看 ， 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现实之
难 ， 而且让工会组织更具吸引
力， 且激活了农民工源头入会的
“蜂巢效应”。 农民工学堂受欢迎
的根源正在于工会组织的服务契
合了广大农民工的现实需要。 还
比如， 在微信公众号和 “齐鲁工
惠” APP上开通 “空中农民工学
堂”， 这些无疑会给农民工提供
学习便利。

可以说， 工会组织有针对性
的服务工作越扎实， 越能够受到
广大劳动者的欢迎。 尤其是， 山

东省总工会今年把吸纳农民工就
业和带动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列
入选树命名的硬性条件， 农民工
的优势也就更凸显出来 。 比如 ，
不仅打造了多个省级农民工培
训基地 ， 带动全省培训基地建
设， 更打通了农民工创业就业的
新渠道。

数字显示， 截至目前， 日照
市的农民工学堂已举办培训活动
260场 （次 ）， 培训农民工1.8万
余人 ， 培训后创业 、 就业率达
85%。 这些数字的背后， 是众多
农民工家庭收获了幸福感， 也让
工会工作更加接地气、 贴人心。
故此 ， 期待农民工学堂多多益
善， 也期待更多农民工在学堂中
学到真本领、 收获真幸福。

■长话短说

农民工学堂具有多重
积极成效 。 从实践来看 ，
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现实之
难， 而且让工会组织更具
吸引力， 且激活了农民工
源头入会的 “蜂巢效应”。
农民工学堂受欢迎的根源
正 在 于 工 会 组 织 的 服务
契合了广大农民工的现实
需要。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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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班组大讲堂”成为职工的“技能加油站”

□杨玉龙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11月16日， 我
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700亿件。 近三个月以来，
快递年业务量实现从500亿件到600亿件再到700亿
件的 “三连跳”。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预
计今年全年快递业务量有望超过800亿件。 （11月
17日 新华社） □朱慧卿

魏芳：据媒体报道，在外卖平
台开店的赵铭（化名）称近日遇到
了“职业差评师”，对方索要1800
元未果后， 他的新店被恶意差评
连续攻击近半个月。对“职业差评
师”的不法行为需打“组合拳”。一
方面，法律要亮剑。执法部门应采
取 “零容忍 ”的态度 。另一方面 ，
平台要严把关。 绝不让恶意 “职
业差评师” 混入网络平台。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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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天峰
分公司工会为推进职工素质提
升 ， 开展了 “班组大讲堂 ” 活
动 。 该公司通过择优遴选学历
高、 能力强、 业务熟、 技能精、
实践经验丰富的员工作为讲师 ，
利用职工午饭前后1小时， 在职
工饭堂餐厅或班组操作休息室讲
解涵盖企业管理、 专业技术、 操
作技能三类， 分安全工程、 生产
工艺、 特种设备、 色相分析、 产
品包装等13个专业的讲授内容。
今年以来， 该项活动已举办92场
次， 活动成果正逐步转化为推进

装置生产工作的具体成效。 （11
月17日 《南方工报》）

一线职工相对来说工作强度
和压力都比较大， 再加上不少职
工上有老人， 下有孩子， 难免还
要忙于这样那样的家务事 ， 所
以， 要他们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
知识和技能的 “充电”， 确实是
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如何解决
一线职工工学的矛盾 ， 笔者以
为，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天峰
分公司工会开展 “班组大讲堂”
活动， 不失为是一个好办法。

“班组大讲堂” 好就好在，一

是课堂设在生产一线和职工身
边，他们不用走出厂区或车间，就
能得到培训， 为职工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 二是教员和课程都是从
职工中来，到职工中去，针对性、
操作性和实用性都很强， 能够使
职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提高了
学习的效果； 三是具有灵活、便
捷、快效等特点，职工只要“挤”一
点时间，就可为自己“充电”补脑，
解决了学习培训缺时间的问题。
期待更多的企业能开设 “班组大
讲堂”，让其成为一线职工的“技
能加油站”！ □费伟华

对短视频音乐侵权
要踩“急刹车”

快递箱回收
既要“激励”也要“便利”

戴先任： 直播时放点背景音
乐调节气氛， 拍短视频的时候配
个音乐烘托氛围———“人人皆主
播” 的时代， 对这样的操作已经
习以为常了。 除了平台流量红利，
网红直播带货、 “种草 ” 短视频
甚至商业广告， 都会产生巨大的
经济收益。 殊不知这背后存在着
侵权行为！ 只有保护音乐人的知
识产权， 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
维护， 才能更好调动他们进行音
乐创作的积极性， 才有利于繁荣
音乐市场。 面对严重的短视频音
乐侵权， 要踩 “急刹车” 了。

老人从货架上挑了两本小人
书， 走到朝南玻璃窗边的桌子前
坐定， 仔细翻看。 看了一会儿，
他抿着嘴笑了， 抬头对店主宋德
龙说， “我今年75岁了， 这还是
我小时候看过的。” 看到老人在
店里找到记忆深处的老物件， 一
抹成就感在宋德龙心间闪过。 今
年重阳节 （10月25日）， 宋德龙
的老年人玩具店在北京通州区正
式开业 ， 这在北京可算稀奇 。
（11月17日 《新京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老
年人对玩具的新需求， 是应该值
得关注的新兴市场， 而且将来会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老年玩具
中， 益智类的如积木、 拼图、 九

连环等， 将有益于活动大脑， 在
寻求答案的过程中， 能够锻炼分
析问题的能力 。 这对老年人而
言， 是非常重要的， 将提高他们
的专注度， 可以有效预防老年痴
呆症， 有利老人的身心健康。

如今， 许多老年人退休生活
比较单调， 由于子女们大都在外
奔波和忙碌， 很少陪伴他们， 很
容易感到孤独和忧虑 ， 久而久
之， 不仅会产生心理或精神方面
的疾病， 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也
会 产 生 不 利 的 影 响 。 而玩玩
具， 可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老年玩具店的出现， 给附近的老
人们增添了一个游乐的好去处，
可以说像一处可供消遣的 “解忧

杂货铺”。
笔者认为， 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 类似专门做老年人生意
的老年玩具店， 应该得到全社会
的关注和支持， 政府有关部门应
该在场地租赁、 减免费税等方面

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大力培育
和扶持老年玩具店等新兴业态，
让更多的 “解忧杂货铺” 为老年
人提供休闲娱乐等服务， 让他们
真正能老有所乐、 安享晚年。

□丁家发

“老年玩具店”让老年人老有所乐

“职业差评师”
这种行当要严管

“三连跳”

近日， 全国不少城市的多
个小区尝试 “快递箱换零食”。
收货期间， 快递箱成为这些小
区里的 “货币”， 居民凭快递
箱可根据兑换规则免费换零
食。 在上海的新顾村大家园，
小学四年级的陈同学与小伙伴
组队挨家挨户收集快递箱， 换
回了一周的零食。 （11月17日
澎湃新闻）

小小快递箱， 对接着多重
主体， 让其更好地回收利用，
有待多方携手破题。显然，这既
需要源头治理，减少过度包装，
同时也离不开末端努力， 做好
消费者“家门口”的回收工作。
近年来， 快递箱回收已成为社
会共识， 不少快递企业积极参
与。比如，此前一些快递企业尝
试让快递小哥收走还能用的纸
箱， 或让消费者把纸箱送到菜
鸟驿站、 快递网点， 但因为要
额外占用时间， 无论快递小哥
还是消费者， 对于这种回收方
式往往都缺乏一定动力。

对于快递企业来说， 如果
借鉴小区 “快递箱换零食” 的
做法， 不仅可以打通快递纸箱
回收的 “最后一百米”， 还能
大大提高快递纸箱回收的效
率。 笔者建议， 不妨采取两种
途径： 一是借助小区的力量，
复制 “快递箱换零食” 模式。
当然， 这需要快递企业与小区
加强沟通、 建立协作机制， 相
关人力成本、 “零食” 费用由
快递企业承担。 二是目前不少
城市正在推广垃圾分类， 快递
企业可因势利导， 加大投入力
度， 在垃圾分类体系中配置快
递纸箱回收专门设施， 并不断
升级技术手段 、 引入激励机
制， 提高消费者投放快递纸箱
的积极性。

当然， “快递箱换零食”
只是促进快递箱回收的办法之
一。 快递箱回收是一个涉及政
府部门 、 电商行业 、 快递企
业、 居民小区、 消费者的巨大
系统， 要让快递箱循环起来，
还需各方多开动脑筋、 多探索
尝试、 多参与其中， 以实现各
方互利共赢， 避免资源浪费。

□付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