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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驻企“工会特派员”当好“三大员”是工会工作创新之举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当下， 网上理财成为一种投资热门， 而一些犯罪
嫌疑人也将 “挣钱” 的目光投向了这个领域。 江苏省
常州市反诈骗中心近日公布3起网上投资理财类诈骗
案件， 希望大家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多加警惕， 以免踩
“坑”。 （2月21日 《法治日报》） □毕传国

丁家发：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
民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钱”，基
金的使用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
身利益， 关系医疗保障制度的健
康持续发展。 但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主体多、链条长、风险点多、监
管难度大， 欺诈骗保问题持续高
发频发。《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条例》于日前公布，并将于5
月1日起施行。 有了法律规范， 关
键还要落实， 要严格审查医保基
金使用的各个审批环节， 从而让
骗保等违法行为无可乘之机。

无论在哪儿过年“团圆”才是关键
这些年 ， 各地各级工

会组织为了农民工兄弟回
家过年做了那么多工作 ，
都是心血的奉献。 如果说，
我们今后还要做得更多， 或
是鼓励农民工兄弟就地过
年， 或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
为他们创造把亲人接来过年
的条件， 保障每个人过年时
享有一场团圆的盛宴。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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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任由野生动物园
“野蛮生长”

对春节档电影盗版
亟须重拳出击

张西流： 近年来， 我国野生
动物园行业发展迅猛， 但也带来
了很多问题， 尤其是猛兽伤人事
件频发。 动物园行业发展不能仅
算 “经济账”， 还要算一算 “生
态文明账”。 不能任由野生动物
园野蛮生长。 相关部门要对现有
的动物园进行清理整顿， 淘汰一
批不具备条件的动物园， 并对保
留的动物园实行规范管理。

“一二、一二……”2月19日晚
上11点多 , 聊城冠县一小区内响
起号子声 , 小区物业及十多位居
民合力， 将消防通道内停放的车
辆抬起， 放到旁边人行道上———
原来，小区变压器附近突然起火，
而消防车却被多辆电动四轮车挡
住去路， 情急之下， 居民自发抬
车，将堵路的车辆抬走。经过近一
个小时的紧张扑救， 现场火势被
成功扑灭 。 （2月 22日 《齐鲁晚
报》）

众所周知， 在火灾险情发生
的危急关头， 消防车出警扑救极
为关键。此时，消防车在赶往火灾

现场的途中“一路畅通”是何等的
重要， 哪怕能提早一两分钟都可
能挽回财产损失， 甚至挽救被大
火包围的人的生命。 然而令人遗
憾的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接
警火速赶往现场的消防车很难做
到“一路畅通”。在许多居民小区
里， 一些居民不是把车辆随意停
放在消防通道上， 就是杂七杂八
的旧家具、 旧自行车等杂物堆放
在消防通道上， 致使消防车在救
火之时被堵，不得不“干着急”。正
是一些居民的肆意霸占消防通
道， 使那些本不该消失的生命和
财产却因消防通道被堵而延误扑

救时机。这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笔者以为，打通“消防通道”

不能全靠“众人抬车”，而应用法
律重拳打通“堵点”。同时，要设立
举报奖励制度。 要鼓励广大市民

积极大胆地对“占用消防通道”的
不法行为进行举报， 并对举报人
给予一定的奖励， 从而在全社会
形成“人人不占用消防通道”的良
好氛围。 □叶金福

打通“消防通道”不能全靠“众人抬车”

立法保护“救命钱”
堵住骗保漏洞

莫踩“坑”

2020年，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龙里县高新技术产业
园金马包装有限公司职工罗婷作
为技术人才被企业从外省聘请到
贵州工作， 由于孩子户口问题无
法在本地上学， 她因此有了辞职
的想法。 龙里县总工会派驻企业
的工会干部沈连富得知这一情况
后 ， 迅速帮助罗婷协调有关部
门， 让孩子顺利就学， 使她心里
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2月22日
《南方工报》）

据报道，2019年以来，黔南州
委组织部门试点向企业派员，帮

助解决企业建设和项目实施中的
困难和问题， 各级工会先后选派
10名干部作为工会特派员进驻企
业，开展工会特色服务，目前已帮
助企业和职工解决困难和问题50
余件次。

工会干部只有深入生产一
线， 在服务大局、 服务职工、 服
务企业的过程中有作为有担当 ，
才能体现出工会的价值。 笔者以
为， 驻企 “工会特派员” 好就好
在， 工会干部不仅直接投身于企
业了解发展状况和需求， 上情下
达、 下情上达， 成为了党和政府

联系企业职工的桥梁和纽带， 并
从实际出发， 为企业的发展出谋
划策 ， 充当了 “调研员 ” 的角
色。 而且， 通过发挥工会综合协
调的作用， 帮助企业和职工解决
生产经营和生活中涉及到多个职
能部门所办理的难点问题， 及时
为企业和职工排了忧解了难， 成
为了受欢迎的 “服务员”。 同时，
“工会特派员” 还能发挥自身的
优势， 引导企业依法经营， 切实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为企业的发
展当好 “保健员”。 这样的做法， 值
得借鉴和叫好！ □费伟华

辛丑年春节， “就地过年”
成为 “时尚”， 有关的话题、 举
措、 场景、 感悟和统计数据成为
各级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 疫情
之下， “就地过年” 对病毒的有
效阻隔和各方 “留人留心” 的温
暖举措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 赞
许 ， 但有人就此断言 “就地过

年” 将成为一种新的春节度假模
式。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回家过年， 亲人团聚， 是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 在
物质匮乏的年代， 过年自然离不
开吃喝、 穿戴， 为的是给困苦的
日子增添些许新意、 喜气， 给来
年的生活带来希望 、 憧憬 。 如
今 ， 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了，就吃喝、穿戴而言，可以说“天
天都在过年”， 在这样的时代，春
节回家实现亲人团聚的意义远远
大于物质享受。 “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 讲究的就是那份亲情、那
种慰藉。亲人团聚的精神享受，是
任何物质都替代不了的。

今年为什么要 “就地过年”？
是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 是 “不
得已”， 是一种非常状态下的紧
急动员模式， 何以就可断言为新
的模式了呢？ 过年毕竟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度假， 不能简单类比。

有人以线上消费额的猛增来
论证 “就地过年” 带来的变化和
体验， 是从纯粹的物质消费角度
看问题 ， 却有意无意地避开了
“亲人团聚” 这个精神需求的话
题， 而后者恰恰是过年最重要的
内容。 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今天 ， 消费只是过年的 “副产
品”， 即使没有春节， 线上也好，
线下也罢， 消费额的增长都不是
什么大新闻， 更不能成为 “就地
过年成为新模式” 的依据。

有人以 “反向探亲团聚” 来
论证 “就地过年” 将成为趋势，
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疫情
防控形势下， 号召人们 “就地过
年”， 是为了减少人员流动避免
疫情传播风险， 而 “反向探亲团
聚” 则是春节特定时段人员流动
的另一种形态。 如果说， 在没有
疫情的条件下 ， “反向探亲团
聚” 成为过年的一种选择， 这没

有疑义， 但与我们现在说的 “就
地过年” 不是一回事， 没有必然
的逻辑论证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社会
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是无可回避
的现实， 如何认识与适应变化，
还需要我们沉淀一下 ， 探索思
考， 谁也不能轻言如何如何。 从
长远看， 在疫情消失后， 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 ， 社会生活的进
步， 传统的过年模式如果发生改
变， 也并不奇怪。 但春节历经千
年， 每年此时依然让 “团聚” 的
企盼深深萦绕在亿万中国人的心
间， 年夜与家人团聚互诉衷肠，
蕴含着中国人事亲尽孝、 重视家
庭的价值选择， 这些通过春节沉
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密
码， 犹如深植于我们内心的精神
密码， 让我们获得文化的归属和
心灵的安顿。 因此， 如果没有疫
情， 我们讨论 “就地过年” 新模

式， 应该把 “亲人团聚” 的精神
需求放在第一位， 探讨如何进行
满足， 这才是我们各方面应该予
以关注和讨论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今， 散布在幅员辽阔的国
土上的 “游子” 数以亿计， 其中
更以农民工为主体， 他们成年累
月漂泊在外， 老人、 孩子留在家
乡， 逢年过节回家团聚几乎是他
们享有亲情的有限机缘。 当疫情
远去时， 我们要做的， 是应该千
方百计为他们回家过年创造条
件。 这些年， 各地各级工会组织
为了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年做了那
么多工作， 都是心血的奉献。 如
果说， 我们今后还要做得更多，
或是鼓励农民工兄弟就地过年，
或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为他们创
造把亲人接来过年的条件， 保障
每个人过年时享有一场团圆的盛
宴， 真正实现让越来越多的农民
工融入城市生活。

“8.88元六部贺岁电影 ，
再送万部免VIP电影， 蓝光·超
清·版本， 一手资源”。 2月17
日 ， 春节档电影还在 火 热 上
映中 ， 就有电商平台商家已
经打出这样的宣传旗号。 记者
调查发现， 在电商平台， 花费
5元就能买一单 《你好， 李焕
英》 的电影资源； 盗版影片的
链接更是在朋友圈、 贴吧中传
播…… （2月21日 央广网）

电影盗版的出现， 是对权
利人的权益侵害， 更是对市场
的扰乱。 据悉， 目前网络上流
传出的春节档盗版电影资源多
为盗摄。 在部分公众号上搜索
电影名 ， 以及通过一些网络
群， 就可免费获得盗版电影资
源， 尽管画面摇晃抖动， 画质
不清晰， 声音也较为嘈杂， 但
并不影响观赏。

打击电影盗版不能手软。
从法律层面来看， 盗摄和传播
盗版电影行为不仅属于民事侵
权， 还可能触犯刑法。 防范盗
版， 影院首先应切实负起管理
责任。 据专家分析， 对于盗版
电影是谁录制的问题， 不排除
有个别影院的员工与盗录人员
里外配合 ， 盗录电影的可能
性。 所以， 影院， 一方面要管
理好 “内部人”， 防范 “内鬼”
给盗版电影的录制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观众的劝
导及管理 ， 比如 ， 发现 “屏
摄” 行为的， 须及时制止， 甚
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从网民的角度来讲， 也应
该认识到电影盗版的危害性。
毕竟， 治理盗版问题不仅要采
取行政、 法律、 社会多方面综
合治理办法， 而公众更应该提
高法律意识 ， 对盗版电影说
“不”， 没有了消费需求， 盗版
电影自然会没有市场。 况且，
诚如前述， 盗摄、 传播行为达
到一定程度还可能涉嫌犯罪，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贪图小
便宜而去触犯法律。

□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