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避开不良营销的“坑”需合力而为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中， 亲人的陪伴往往成为
“稀缺品”。 上门为宠物喂食， 陪孩子上补习班， 陪
老人旅游……伴宠师、 亲子陪伴师等职业陪伴师逐
渐成为新兴职业， 但服务标准和水平也有待规范。
(4月29日 《北京日报》） □王铎

李雪： 国家电影局28日通报，
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 “××分钟看
电影 ” 等短视频侵权盗版问题 ，
国家电影局配合国家版权局继续
加大对短视频侵犯电影版权行为
的打击力度， 坚决整治短视频平
台及自媒体、 公众账号生产运营
者未经授权复制、 剪辑、 传播他
人电影作品的侵权行为。 不能让
影视侵权 “剪刀手 ” 逍遥法外 ，
强化依法规制很有必要。 相关部
门既需要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普
及， 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更须
“动真格”。

以“绣花功夫”抓好假日景区疫情防控
景区的疫情防控涉及

到方方面面 ， 既是一个宏
观的管理命题 ， 更是一个
技术活儿 ， 没有 “绣花功
夫 ”， 难以收到应有成效 。
主管部门要求景区严格落
实 “限量 、 预约 、 错峰 ”
要求 ， 实际上是对景区疫
情防控开出了 “对症下药”
的 “处方”， 景区应以做足
做实 “绣花功夫” 的执着，
慎终如始地把这些极具针
对性的对策逐一落到实处，
从而在源头上为疫情防控
筑牢 “防火墙”。

□张智全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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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博物馆“一票难求”
呼吁服务提质升级

设立“工匠日”
有助弘扬工匠精神

张立美： 近日湖南省博物馆
发布公告， “五一” 小长假期间
照常开放 ， 每天限额9000人 ，但
“抢票”却成了难题 。事实上 ，“五
一”期间博物馆出现 “一票难求 ”
的火爆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预示着在未来， 博物馆文化热的
常态化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
象。 在这种新形势下， 博物馆的
服务一定要跟上， 要不断提质升
级， 为大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莫让影视侵权“剪刀手”
逍遥法外

职业陪伴师走俏

文化和旅游部28日召开电视
电话会，对“五一”假期出行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

议要求，要精心设计线路、合理控
制团队规模， 对旅游产品进行安
全风险评估， 选择具有相应资质
且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供应
商、合作商；倡导小规模旅游团队
出行，科学安排团队旅游线路、规
模和出游时间，分时段、分批次、
分区域开展旅游活动。（4月29日
《新华每日电讯》）

今年的“五一”中长假，是我
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后景区
放开接待游客的一个特殊节假
日。 受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新冠
肺炎疫苗接种逐渐普及、 部分地
区建立免疫屏障等有利因素支
撑，今年“五一”假期居民出游意
愿和旅游消费信心明显增强，市
场景气预期显著提升， 因疫情抑
制的出游需求将在就地过年后集
中释放。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
预测，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

出游有望达到2.2亿人次，按可比
口径甚至超过疫前同期水平。面
对可以预期的“人从众”客流，景
区切实做好各疫情防控工作，无
疑意义重大。

新冠肺炎病毒具有人传人的
典型特征， 景区大规模的人群聚
集，最容易为其传播敞开口子。虽
然目前我国疫情已得到基本控
制，但不时零星爆发的病例，仍警
示着疫情防控丝毫不得放松。景
区在敞开大门迎接游客的同时，
更应坚持防控疫情的第一要务，
以“绣花功夫”把各项防控工作做
到极致， 确保节假日期间广大游
客能够“放心游”和“安心游”。

景区的疫情防控涉及到方方
面面，既是一个宏观的管理命题，
更是一个技术活儿，没有“绣花功
夫”，难以收到应有成效。主管部
门要求景区严格落实 “限量、预

约、错峰”要求，实际上是对景区
疫情防控开出了 “对症下药”的
“处方”，景区应以做足做实“绣花
功夫”的执着，慎终如始地把这些
极具针对性的对策逐一落到实
处， 从而在源头上为疫情防控筑
牢“防火墙”。

一方面， 各景区要在思想上
对疫情防控保持充分警惕， 始终
秉承对游客生命健康安全负责和
严防疫情传播的理性，就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要求提前予以谋
划和部署， 及时推出具有前瞻性
的防控措施。

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和
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精准防控措
施。既要利用互联共享的大数据，
提前发布景区有意向前来的游客
数量， 让游客在可预见的 “人从
众”情形下，主动选择放弃游览热
门景区或错峰出游，避免人群“扎

堆儿”而导致疫情防控的失守；又
要秉承 “宁可多一点麻烦也不放
松疫情防控”的理念，对进入景区
的游客，在疫情监控、检测、排查
等方面， 事无巨细地严格落实好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促使疫情防
控之网密不透风。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 各景区的正常经营都被迫按
下了“暂停键”，旅游收入受到重
创。今年“五一”假期出行禁令松
绑后， 公众出行的消费意愿显著
提升，为景区恢复经营、增加收入
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越是在这种
关键时刻， 景区不能为了弥补疫
情防控期的经营损失懈怠疫情防
控， 而应恪守确保正常经营与履
行社会责任并重的基本理念 ，以
“绣花功夫”做细做实各项疫情防
控工作， 实现重振旅游消费和疫
情防控的“两不误”。

4月28日， 江苏省苏州市
举行庆祝 “五一” 大会暨工
匠广场启用仪式 ， 表彰了
2021年苏州市劳动模范和第
三届 “苏州时代工匠”， 并同
步庆祝首个 “苏州工匠日”。
（4月29日 《工人日报》）

2020年 ， 苏 州 市 出 台
《关于建设劳动者就业创业首
选城市的工作意见》， 提出打
造劳动者素质最优、 劳动者
配置效率最高、 劳动者最被
关爱最能融入最能成长的城
市， 并推出 “金蓝领” 培育
工程、 “选出劳动者做一周
市长” 等29条新政策及 “一
揽子” 方案， 让 “塔尖” 高
层次人才和 “塔基” 高素质
产业工人爱上苏州、 建设苏
州 ， 真正成为 “最优劳动
者 ”， 建成 “最强产业链 ”。
自2016年以来， 苏州市总工
会联合市人社局举办了三届
“苏州时代工匠” 全城寻访活
动， 共命名 “苏州时代工匠”
59名。 这些工作为设立 “苏
州工匠日” 奠定了扎实的群
众基础。

“ 玉 兔 ” 可 以 探 月 ，
“蛟龙” 也能下海， 可见我国
的顶尖技能人才完全可以媲
美一些发达国家 ， 这其中 ，
“工匠”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拥有现代
科技知识、 精湛技艺技能和
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队伍， 必须大力弘扬工
匠精神。 苏州市设立 “工匠
日”， 通过在苏州工匠广场以
“大国工匠， 传承再生” 为主
题的活动等， 可以更好地弘
扬工匠精神， 厚植工匠文化，
让更多人学习感悟工匠精神。

希望更多的地方像苏州
市那样， 设立 “工匠日”， 用
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
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 技
能报国之路。 使我国由工业
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 才能
在世界上有更多的 “中国制
造”。

□胡建兵

“商家超售 ” “订金和定
金” …… “五一” 假期来临， 出
游消费时要避开哪些 “坑”？ 4月
28日， 中消协发布 《2021年第一
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
分析之不良营销手法专题分析》，
指出 “假” 促销虚优惠、 混淆计
量耍手段、 超售套券难兑换、 砍
价集赞拉人头等十项不良营销手
段， 为明明白白消费支招。 （4
月29日 《新华每日电讯》）

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社会的
基础， 是最基本的商业精神和最
低限度的商业道德。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 “经营者
与消费者进行交易， 应当遵循自

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
则 。” 不良营销有悖契约精神 ，
既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
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不利于
行业的健康发展。 如何避开不良
营销的 “坑”， 需要商家、 消费
者和监管部门合力而为， 相向而
行。

商家不 “挖坑”。 从某种意
义上讲， 给消费者 “挖坑”， 就
是商家在给自己 “挖坑”。 对此，
商家必须深刻反思， 坚守契约精
神， 依法诚信经营， 不要 “聪明
反被聪明误 ” 。 消费者少 “入
坑 ”。 俗话说 ， 从南京到北京 ，
买的没有卖的精。 消费者在消费

时， 一定要冷静理性， 多留个心
眼。 监管部门多 “填坑”。 眼下，
促销手段花样频出， 规则越来越
复杂， 套路也越来越深， 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对新形势新问题的
分析研判，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及时制止和查处不良营销行为。
对于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来
说， 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
有关部门还要责令其改正， 给予
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罚款等处
罚。 在此基础上， 通过总结执法
经验， 适时发布消费提醒， 戳穿
商家的惯用伎俩， 提高消费者的
防范能力。

□张淳艺

员工“图书互换”让企业书香味更浓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当天，

陕西石羊集团图书互换活动在大
家的期待中拉开帷幕， 集团和各
产业员工从各自家中带来书籍进
行互换。 自4月1日图书漂流活动
开启以来， 该集团一楼大厅书架
上的图书被争相借阅， 大家还在
漂流纸上写下读书心得， 字里行
间透露着自己的所感所悟， 闪烁
着思想的火花。 （4月28日 《劳
动者报》）

说到打造学习型企业， 一些
企业和员工总感到， 要么工学矛
盾突出， 缺少时间和方法； 要么

由于企业规模小， 员工少， 缺少
场地和资金， 难以建立图书室，
造成了员工阅读难。

其实， 阅读是一种习惯和生
活方式。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能抽
出一点时间读书， 让阅读成为一
种习惯， 一直坚持总有收获。 很
多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就
在业余时间阅读的程度上。 笔者
以为， 陕西石羊集团的做法好就
好在， 一是一直以来坚持通过举
办各类读书活动， 引导和营造浓
厚的学习氛围， 为员工提供交流
思想扩宽视野的平台， 提升综合

素质； 二是开展图书互换， 让员
工家中的图书漂流起来， 既减轻
了企业的负担， 又使书香在企业
和员工家中飘逸， 充满浓浓的文
化气息；三是创设生动活泼、行之

有效的学习交流载体， 不仅使员
工在分享各自的读书感悟中，提
高了技能和素养， 而且也加深了
彼此的认识和了解， 为企业的发
展增加了文化软实力。 □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