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留守“陪聊”感人又暖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日， 一段 “嚣张！ 男子高铁霸座” 的视频在
网上流传， 引起网友关注。 经调查， 旅客殷某某强
占他人座位且不听劝阻拒绝让座， 被合肥铁路公安
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 （2月16日 中新网）

□陶小莫

付彪： 春节长假结束， 人们
即将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节后
的我们该如何调节自己的身心状
态？ 长假已经 “清零”， 我们开
启节后工作 ， 就当按下 “奋进
键”。 我们要学习牛的品格、 发
扬牛的精神， 像牛一样耕耘、 像
牛一样奋发 ， 保持勤劳奉献的
“牛劲 ”， 使出创新发展的 “牛
力 ”， 豪情满怀干好每项工作 ，
新的一年定能 “牛气冲天”。

落实节日加班薪酬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
法律体现社会公平、 公

正 ， 理所当然应该保护弱
者， 并作出明确且严格的规
定； 人民政府执政为民， 理
所当然应该积极作为， 依法
惩处侵害群众权益的违法行
为。 广大劳动者和公众舆论
都希望， 通过完善相关法律
规定， 通过政府执法部门的
积极作为， 营造更加严格的
劳动法治环境。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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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场“飞椅”事故
再敲安全警钟

安全生产培训
岂能“走过场”

李雪 ： 13日下午 3时 40分 ，
邵阳县五峰铺镇新田村一游乐项
目在下降过程中发生故障， 致16
人受伤。 据媒体报道， 涉事游乐
场游乐项目发生故障时， 游客乘
坐的飞椅失控砸在地上， 座椅上
部分游客随座椅摔落， 还有部分
站在周围的游客被砸伤。 此次事
故再次敲响安全警钟， 一些安全
隐患极有可能潜伏在我们身边，
因此， 强而有效的安全监管时刻
都不能放松。

新春佳节， 离不开舌尖上的
美食， 也离不开丰富、 优质的精
神食粮。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 多地的书店、 商场、 电
影院等场所提前做好准备， 通过
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为
消费者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
（2月16日 《人民日报》）

春节是文化消费最集中、 最
旺盛的时节之一。 在倡导非必要
不返乡、 不外出、 不聚集的就地
过年背景之下， 给广大国民奉上
一道丰盛的 “文化大餐”， 可以
给年味增添 “浓度”。

春节 “文化大餐” 彰显民生
情怀。 民有所盼、 政有所应， 民
有所求、 政有所为。 各地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备好备足丰
盛的 “文化大餐”， 或组织文化
文艺小分队奔赴基层 “送文化”；
或以 “互联网+” 推动线上线下
联动开展文艺演出、 文艺培训、
文化服务 “种文化”； 或组织开
展各具特色的 “村晚” 等群众性
文体活动 “播文化”， 以一系列
线上线下活动打造喜庆 、 祥和
“文化年”， 让就地过年在文化熏
陶、 精神浸润中更精彩， 不啻是
一次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

春节 “文化大餐” 涵养文化
自信 。 品书香 、 逛展览 、 观年
俗、 看电影……异彩纷呈的文化
活动， 丰富多元的文化消费， 不
仅让 “云过年” “云团圆” “云

娱乐” “云拜年” 一样不失仪式
感， 而且赋予了新年俗、 新时尚
更多新的时代元素和文明内涵，
尽管生活在变、 环境在变、 年俗
在变， 但真情没有变， 年文化的
根和魂没有变， 从与时俱进、 革

故鼎新的传承中， 人们愈加深切
地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
力， 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
归属感， 提升了文化自信心和向
心力。

□范子军

春节“文化大餐”让年味儿更浓

以“牛劲牛力”
开启节后工作

霸座

“大爷大娘 ， 我来看你们
啦！” 春节假期， 带着东北口音
的招呼声再一次在杭州市下城区
东新街道杭氧社区的楼道里响
起。 这个声音来自辽宁省鞍山市
90后社工舒鑫。 这天， 她敲开了
空巢老人蒋利清和俞桂珍夫妇家
的门， 来陪老人聊聊天。 （2月
16日 《浙江日报》）

据报道， 杭氧社区60岁以上
居民占常住人口的80%， 其中不
少是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 为了
让老人们排遣孤独， 今年舒鑫退

掉了回乡的机票， 组建了一支30
多人的唠嗑队， 由她自己担任队
长， 大家每天轮流到社区的老人
家中陪聊。舒鑫说：“回老家过年，
是陪家里人唠嗑；留在杭州，陪的
是社区里的几百户老人。 ”留在杭
州专门陪社区内的老人唠嗑， 成
为舒鑫的 “新年目标”。

常言道， 每逢佳节倍思亲。
过年， 是一年中人们最盼望的亲
情和友情相聚的时候， 特别是长
年在外的游子回家过年， 更多的
就是为了陪伴亲人聊聊天、 说说

知心话、 释放一下心中的情怀。
今年由于受疫情的影响， 大量游
子顾全大局， 选择了就地过年，
这让许多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更
感到寂寞和孤单 。 笔者认为 ，
“陪老唠嗑队” 不仅让留守人员
过年期间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
义， 而且也为老人们带来了欢乐
和幸福。 同时， 还让老人们远在
他乡的子女感到欣慰和放心， 显
示了人间的真情与关爱。 期待这
样的做法， 能够发扬光大！

□费伟华

春节长假结束，休息了7天的
人们意犹未尽地重返工作岗位，
而一些由于工作性质或疫情防控
的需要， 选择就地过年加班工作
的劳动者， 恐怕还要为追讨加班
薪酬劳神费力———某些用人单位

以发放了鼓励职工就地过年的红
包、工作补贴等福利为借口，冲抵
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 侵害劳动
者权益。

劳动应该付酬， 额外劳动应
该额外付酬，天经地义。特别是节
日加班， 劳动者不仅放弃了法定
的休息权利， 而且割舍了与家人
团聚的亲情， 更应该给予丰厚的
补偿。因此，法律规定了三倍的薪
酬标准，并且不得以补休、福利等
抵偿。然而，现实中这种法定权益
却往往难以落实， 每逢节日都会
成为公众话题，这是为什么？舆论
抨击过某些企业主的黑心和贪
婪，指责他们为了追逐利润，利用
劳动者迫于就业压力， 为 “保饭
碗”而“舍权益”的心理，明知节日
加班有法定的付酬标准， 也千方
百计拒付或少付； 舆论也分析过

劳动者对自身权益和法律规定缺
乏了解，一再宣传相关政策，并不
断揭露企业变相打折扣、 降低标
准或以其它形式替代节日加班薪
酬等“隐性”侵权手法，引导劳动
者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
无疑都是必要的， 但依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舆论呼吁维护
劳动者权益， 毕竟只是道义上的
声援， 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严
格依法办事。

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能。 不
仅非公企业有克扣节日加班费问
题， 就是某些国有企业也存在能
否认真落实劳动法规的问题。 因
此， 在落实节日加班费问题上，
仅仅寄希望于用工单位的 “自
觉” 是不够的。

劳动者维权意识和能力的提
高需要一个过程， 而我们不能因

为这个过程的尚未完成而让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受损。 况且， 在劳
资博弈中 ， 劳方总是弱于资方
的， 在节日加班费问题上， 苛求
劳动者起而抗争， 追讨权利也有
些勉为其难。 真正有权力也有能
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政府，
是执法机构。 政府依法行政， 执
法机构依法行事， 对企业违法行
为最有震慑力 ， 也完全能够纠
正、 处罚。 运用行政、 法律等多
种手段解决节日加班薪酬问题，
有投诉就处理 ， 发现问题就纠
正， 其结果肯定远比启发老板觉
悟 、 促使劳动者行动要迅速得
多、 也有效得多。

现实的问题是， 某些企业无
视相关法律规定， 违法行为却没
有受到约束和制裁； 部分劳动者
不敢或不知维权， 公众对这类问

题也缺乏足够关注； 某些执法人
员或懒政不作为，或受限难作为，
譬如“民不举官不究”以及处罚缺
乏明确法律依据等等。 这些现象
表明， 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还不够
完善， 至少在执行中缺乏足够的
刚性，让违法者有机可乘，让执法
者有所懈怠，以致懒政、不作为。

法律体现社会公平、 公正，
理所当然应该保护弱者， 并作出
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人民政府执
政为民 ， 理所当然应该积极作
为， 依法惩处侵害群众权益的违
法行为。 广大劳动者和公众舆论
都希望， 通过完善法律规定， 通
过政府执法部门的积极作为， 营
造更加严格的劳动法治环境， 使
节日加班薪酬以及更多的有关劳
动者权益的话题不再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

日前， 有网友通过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栏目留言， 讲述了
潍坊安丘一安全生产培训 “走
过场” 的过程： 培训机构的一
位年轻女工作人员走上讲台，
引导学员将课本中的一些内容
用笔标记出来。 然后， 学员们
把刚才在课本上标记的答案抄
在试卷上 。 课本上标记的内
容 ， 与试卷答案完全吻合 。
（2月17日 《成都商报》）

众所周知， 安全工作是企
业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 企业
的任何一项生产都离不开安
全。 可以说， 安全大于天， 安
全工作一丝一毫也不能掉以轻
心， 不能马虎松懈。 而确保安
全的前提就是要常态化地组织
开展一些安全培训， 且每一次
安全培训都必须 “实打实 ”，
无论是组织方， 还是受培训的
员工， 都应高度重视安全教育
培训工作。

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
一些企业， 尤其是一些私企，
心存侥幸心理 ， 总以为 “安
全” 二字离自己太遥远， 不会
出现什么安全事故。 于是乎，
平时的生产中不讲安全， 忽视
员工的安全教育。 久而久之，
员工的安全意识自然而然也就
慢慢地淡薄了。 加之有的企业
老板很 “抠门”， 心疼安全培
训费， 能不培训就不组织员工
培训， 确实没有办法非得要培
训的， 就走走 “形式” 意思一
下。 试想， 如此 “走过场” 的
培训， 安全意识在哪里？ 安全
责任在哪里？

员工培训 “走过场” 是拿
安全生产 “当儿戏 ”。 因此 ，
笔者以为， 无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私企， 都应高度重视员工
的安全培训 ， 要把 “安全培
训” 当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摆上
办事日程， 扎扎实实地组织员
工进行培训， 切不可视 “安全
培训” 为 “小事”， 更不能把
“安全培训” 当做一项可有可
无的工作， 而使之走过场、 走
形式。

□廖卫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