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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宝妈工厂”是呵护女性就业权益的有益业态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相比电视广告， 近年流行起来的私域营销成为
假医生和假专家的 “沃土”。 北京青年报记者据中
国裁判文书网梳理发现， 2019年以来， 国内法院终
审宣判的在微信端冒充医学专家卖假药、 销售 “医
疗服务” 且被定性为诈骗罪的案件共22件， 其中涉
及 “假医生” 328人， 2.9万余人受害， 涉案金额高
达1.9亿元。 （4月5日 《北京青年报》） □王铎

李雪：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数字账号长期保存、
转让和继承等问题， 但 “数字遗
产” 的属性复杂， 在继承问题上
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 “数字
遗产” 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尤其
是 ， 立法机关在修改相关法律
时， 要把数字遗产的问题考虑进
去 ， 通过完备的法律规范 ， 让
“数字遗产” 得到妥善处理。

提升文化素质远比“外貌蜕变”消费更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时

尚 、 美化容颜 ， 即使不是
因为工作需要 ， 也是对美
好生活的正常向往 ， 无可
非议 。 但是 ， 就融入城市
生活这个目标而言 ， 从消
费角度看 ， 如何尽快提升
自 己 的 文 化 素 质 ， 远 比
“外貌蜕变” 消费更重要。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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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飞”不能
成为“闹心飞”

警惕以“私人订制”
为噱头的瘦身骗局

张国栋： 花费三四千元购买
“随心飞” 机票套餐服务， 就能
在一段时间里、 一定条件下， 不
限次数飞行。 去年以来， 多家航
空公司打出了这样的机票业务新
模式， 产品一经推出销售异常火
爆， 一度还造成了线上拥堵。 最
近一段时间， 随着大家出行的增
加， 不少消费者发现 “随心飞”
的机票特别不好换。 “随心飞”
不能成为“闹心飞”， 航空公司既
然推出名曰 “随心飞” 的机票套
餐服务， 就该多些真诚， 少些套
路。

4月2日，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
文卫采油厂采油管理二区组织员
工开展心梗应急救援培训工作。
文卫采油厂从严从细落实职业健
康管理措施， 采取 “人防” “物
防” “技防” 相结合的方式， 为
员工职业健康精心编织防护网。
（4月5日 《工人日报》）

在工作中， 如果员工发生意
外， 在身边没有医生的情况下，
掌握一些急救常识和技能是非常
必要的。 员工可以做一些紧急处
置， 给急救赢得宝贵的时间。 发
生意外， 时间对于抢救来说， 至
关重要 。 早一点采取急救的措
施， 当事人就会多一些被成功救

助的可能。
相对于急救常识， 急救技能

更重要。就拿心肺复苏来说，胸外
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技能， 很多人
都知道，但在具体的急救场景中，
能够做到正确和熟练掌握， 却并
不容易。一方面，这些急救技能需
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练
习，才能掌握要领，知道正确的施
救部位、动作的强度与频率等。另
一方面， 这些急救技能只有多加
训练，用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高科技
急救设备的培训和使用， 也非常
有必要。 比如， 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

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
设备。 发生心跳骤停时， 在最佳
抢救时间的 “黄金4分钟 ” 内 ，
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 是

最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 有条件
的工厂， 配备这样的救急设备，
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 是非
常有现实意义的。 □陶象龙

急救技能培训给了员工“救命技”

“数字遗产”继承
亟待法律规范

“网络名医”

面部护理、 植发、 文眉、 接
眼睫毛…… “外貌蜕变” 消费已
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属， 新生代农
民工成为今年春季换新消费的新
人群。 《工人日报》 在报道这一
现象产生的原因时称， 一方面是
工资增长带来的消费自由， 另一

方面， 从事服务业的工作需要也
成为助推力。 有专家认为， 提升
外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
的一种 “消费式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 “外貌蜕变”
消费现象算得新闻， 但其价值和
对它的结论是否如专家所说 ，
“业已成为城市重要的消费群体
和消费力量”， 值得商榷。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9
年， 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37元 ，
人数占比12.2%。 这样的收入水
平和从业人数 ， 即使全部投入
“外貌蜕变” 消费， 也很难称得上
“消费自由”， 更不可能 “成为城市
重要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力量 ”。
所以相关论断显然有悖事实。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时尚、美
化容颜，即使不是因为工作需要，

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正常向往，无
可非议。但是，就融入城市生活这
个目标而言，从消费角度看，如何
尽快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远比“外
貌蜕变”消费更重要。

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9年， 在全部农民工中， 未上
过学的占1%， 小学文化程度占
15.3%， 初中文化程度占56%， 高
中文化程度占16.6%， 大专及以
上占11.1%。 就是说 ， 农民工中
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 占比超
过72%。 而且， 农民工就业相对
集中， 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合
计占农民工总数的46%。

统计数据虽然枯燥， 但现实
对照却很鲜明———人们可以在许
多城市看到，为数众多的农民工，
下班后或者聊天、打扑克、看电视，
或者喝酒、闲逛、看街景，很少有

文化娱乐活动。走进他们的宿舍，
除了简陋、杂乱，也很少有娱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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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蜕变” 消费对于绝大多
数农民工而言，几乎毫不相干。

一方面是文化程度偏低， 一
方面是文化生活匮乏。 面对这样
的数据和场景， 如果 “让农民工
融入城市生活” 这句话不是说说
而已， 并且承认它是必然的发展
趋势， 那么， 我们应该引导农民
工做点什么？

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
重要条件是提高自身素质， 自身
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素
质， 文化素质的提升又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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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文化生活匮乏成了农

民工融入城市的又一道槛。
改善和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

活并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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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现有的图书
室、 活动场所， 引导农民工进行
有益的学习、 娱乐活动可谓举手
之劳， 关键在于企业是否有心、
尽力。 同时， 政府有关部门、 社
区管理机构、 各种社会组织也可
以利用各自资源， 举办文化、 技
术学习 、 培训 ， 满足农民工需
求 。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美好生
活， 让他们为此 “买单”， 肯定
比 “外貌蜕变” 消费更受欢迎。

为了使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生活， 成为新的城市公民， 全社
会都有责任为提升农民工的文化
素质作出努力。

“给我一份信任， 还你一
个无与伦比瘦瘦的你。 这里有
营养顾问一对一 ‘私人订制’
瘦身套餐， 助你疏通经络、 排
毒降脂、 极速瘦身……” 兜售
套餐的是一个以普通食品和保
健品冒充特效减肥产品实施诈
骗的犯罪团伙 ， 受骗女性近
1000人， 遍及全国各地， 涉案
金额超过1000万元。 近日， 广
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在
“飓风” 专项行动中， 一举打
掉这个企业化运作、 非法销售
“减肥产品” 的电信网络诈骗
团伙。 （４月４日 《法治日报》）

食疗减肥、 药物减肥、 器
械减肥 、 针灸减肥 、 抽脂减
肥、 点穴减肥……近年来各种
减肥方式层出不穷 、 轮番登
场， 让人目不暇接。 以 “私人
订制” 为噱头的瘦身套餐， 其
实也不是什么新特减肥产品，
民警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业
机构对其检测鉴定， 仍多为普
通食品， 没有任何减肥功效。
正如有消费者短短半月内， 累
计花费5万多元， 结果非但没
有瘦成魔鬼身材， 反而造成腹
痛、 腹泻、 呕吐、 嗜睡、 反应
迟钝等严重不良反应。 可见，
所谓的营养顾问一对一 “私人
订制”， 不过是犯罪团伙针对
消费者实施更精准的诈骗。

对于有关部门来说， 要完
善监管措施， 加大监管力度，
对那些虚假宣传、 夸大功效、
兜售有害产品的行为， 予以严
厉打击。 电商平台要负起对入
驻卖家的审查职责， 对其相关
资质和所售产品的真伪予以严
格把关 ， 切实斩断 “减肥神
药” 的销售渠道。

当然， 对于消费者来说，
尽管对 “魔鬼身材” 有着强烈
的渴求， 但在选择瘦身产品时
还须趋于理性， 增强健康减肥
意识， 科学制定饮食和锻炼方
案， 切勿轻信广告推销， 一旦
发现上当受骗， 应及时报案，
并保存好相关证据， 以便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付彪

位于武汉远郊的黄陂区有许
多外来务工者， 其中不少女性因
要照顾孩子而缺乏就业机会。有
一家名为武汉加十分服饰有限公
司的服装加工厂却有些 “特别”，
专招要带娃的 “宝妈 ”，同为 “宝
妈” 的老板不仅自己实现了创业
梦，还让更多“宝妈”有了一份稳
定的收入。（4月2日 《工人日报》）

对很多年轻的宝妈而言，就
业和带娃一直是个两难的矛盾选
项———选择就业， 就没法好好带
娃，甚至就得离乡背井，让孩子成
为留守儿童；选择带娃，就找不到

适合的工作， 面临着收入减少的
经济压力、生活压力。“宝妈工厂”
的出现，有效化解了这一矛盾。

“宝妈工厂”的最大特点或文
化核心是设立了弹性工作时间，
劳动形式灵活。劳动者不用加班，
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 带孩子来
上班，特殊情况可在家工作。按照
工时的不同， 工厂采取工资加奖
金、底薪加计件的方式计算报酬。
此外， 工厂还专门留出一间房间
作为儿童活动室，并且摆有桌椅、
画板和玩具等。 这样的劳动管理
模式完全符合 “宝妈工厂” 的定

位， 兼顾了企业的生产利益和员
工的家庭利益， 在保障企业产能
和生产秩序的基础上， 减轻了员
工的劳动压力， 满足了员工的日
常带娃需求，彰显了人性化，又不
失理性。

近年来， 很多劳动者都选择
返乡就业或在家就业 。“宝妈工
厂” 是呵护女性就业权益和儿童
发展权益的有益业态， 给女性劳
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提供
了更优质、更适宜、更平等、更友
好的就业环境， 顺应了各地的发展
趋势和就业变化规律。 □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