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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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评选“星级职工”让企业发展更有活力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张智全： 媒体报道， 凌晨3
点多， 姐姐发现妹妹没在家， 于
是出门寻找。 楼道里， 姐姐听到
地下室有动静， 便去查看， 看到
惊悚一幕———妹妹和另一女孩，
两人眼神迷离，说话语无伦次，手
舞足蹈，身旁散落一堆小钢瓶。姐
姐立即报警，警方查明，两个女孩
刚吸食了“笑气”。 遏制“笑”里藏
“毒”不能单兵突进，还需要多方
合力共治。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科普宣传和法治教育， 让年轻
人提高对“笑气”的科学认知能力
和法治意识。

工人文化宫坚守宗旨坚持本色大有可为
工人文化宫 ， 顾名思

义是以工人为服务对象的
文化场所 。 如果工人文化
宫工人进不去 ， 而且没有
文化 ， 岂不是背离宗旨 、
丢失本色 ？ 工人文化宫的
改革是大势所趋 ， 是一种
必然， 但无论怎么改 ， 其
宗旨不能变， 特色不能改，
变了、 改了就不再是工人
文化宫了。

□张刃

■劳动时评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张旭│２０21年 10月 12日·星期二

遏制“笑”里藏“毒”
需要多方合力共治

“情感咨询”套路深

对弄虚作假的“网红打卡地”应全面打假

对“剧本杀”行业
需要加强监管

乐见工人疗养院
成为技术工人的“加油站”

“这份奖金我拿到手里感觉
沉甸甸的。 通过拼搏和努力， 获
得了 ‘星级职工’ 的称号， 在今
年年末， 我还要争取再拿一颗金
星。” 天津双安劳保橡胶公司劳
保橡胶新品工段包装工鲍建鹏
说。 据悉， 该公司自开展 “星级
职工” 评选活动以来， 职工都把
此项评选活动作为PK平台 ， 憋
足了劲儿赛本领。 不过， 职工最
看重的不是薪资奖励， 而是每次
获得的 “星级 ” 荣誉 。 （10月
11日 《天津工人报》）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职工的工

作热情和创新精神， 可是， 一些
企业由于缺少有 效 的 激 励 机
制 ， 让职工感到日复一日， 工
作中显得平平淡淡， 体现不出自
己应有的人生价值 。 笔者以为 ，
天津双安劳保橡胶公司工会立
足职工所需， 通过开展 “星级职
工” 评选活动， 打造星级评价体
系， 为职工人生出彩搭建舞台 ，
在职工中兴起 “追星热”， 倒是
一种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做法。

开展的 “星级职工” 评选活
动， 首先， 让职工的工作有了目
标和方向， 通过 “摘星”， 充分

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主动
性和创造性； 其二， 在职工中形
成了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氛
围， 让他们依靠自己的本领， 体
现出人生的价值， 不断提升自我
发展的空间； 其三， 有利于提高
职工自我学习培训和参与企业发
展的主观能动性， 不仅促进了职
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还能促
进职工建言献策 ， 结合岗位实
际， 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建
议 ，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发展
力。

□费伟华

李雪： 据媒体报道， “剧本
杀” 是一种实景角色扮演游戏 ，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 医
生指出， 长期痴迷性沉浸会影响
健康， 但比起 “剧本杀 ”， 青少
年沉迷网络的问题更应当引起重
视， 尽早纠正。 相关部门当重视
起来加强监管， 通过开展 “剧本
杀” 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规范经
营行为， 确保内容质量过硬， 安
全不出问题。

每年 “十一” 假期， 朋友圈
都会上演精彩纷呈的摄影大赛。
层林尽染的阿勒泰、 澄净如镜的
茶卡湖、 灯火通明的洪崖洞……
有人持着风景秀美的照片满意而
归， 但也有人被网友推荐的 “网
红” 地所骗， 失望而去， 下决心
“再也不相信所谓 ‘网红’ 了”。
（10月11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网红” 当道， 景区景点也
不例外， 一旦有了 “网红景点”
加持 ， 无数游客就会循着朋友
圈、 各种社交媒体而来， 让这些
景区的经营管理者赚得盆满钵满
的同时， 也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
的发展。

然而， 当每个地方都争着抢
着充当 “网红景区”， 难免就会
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 尤其是一
些景区景点， 为了吸引游客， 对
自己拍摄的照片或视频进行过度
的渲染和修饰， 最终把照片弄成
了 “照骗”， 让很多网友乘兴而
来， 败兴而归， 大呼上当。 对于
这类弄虚作假的 “网红打卡地”，
须全面打假才行。 当地的旅游主
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应该加
强对此类景区景点的监管力度，
不能任由其通过夸大、 虚假宣传
来招揽游客。 毕竟以此种手段招
揽游客， 损害的不仅仅是游客的
利益， 同时还有当地整体旅游业

的形象和信誉。 客观而言， 对于
旅游自媒体从业者是否涉嫌虚假
宣传， 往往不容易判断， 但是这
并不代表平台就可以无所作为，
任由其 “自由发挥 ”。 说到底 ，

我们推崇名副其实的网红地， 不
加滤镜、 纯天然， 更推崇用心去
感受 ， 而非复制他人的旅游体
验。

□苑广阔

10月10日， 山西煤矿工
人夏县温泉疗养院迎来了今
年的第11批疗休养技术工人。
该院顺应时代要求和职工的
现实需求， 将技术工人纳入
疗休养范围， 将党史学习教
育、 人文关怀融入疗休养活
动。 此举受到了前10批300余
名疗休养技术工人的纷纷点
赞。 （10月11日 《山西工人
报》）

据媒体报道，山西煤矿工
人夏县温泉疗养院积极开展
技术工人疗休养活动，创新疗
休养形式， 当好技术工人的
“加油站”。该院突出“疗身”主
业，对疗休养技术工人进行健
康体检，设立健康档案，量身
定制不同治疗方案，同时丰富
“疗心”内容，将学习教育、技
术交流、健康科普等活动融入
其中。让参加疗休养的技术工
人“疗身”又“疗心”，蓄足了精
气神。

职工疗休养是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劳动者休养生息的福利事
业。 它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技
术工人。 因为技术工人是我
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大多工作在生产一线 ，
劳动强度大 ， 休假时间少 ，
更 需 要 适 时 休 息 、 调 整 、
“加油”， 才能更好地投入新
的生产中。

笔者以为， 开展技术工
人疗休养活动， 是各企业领
导和工会组织落实党中央 、
国务院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的意见》 的一项具体举
措，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技术工人身心健康的重视 。
办好工人疗养院， 统筹利用
现有工人疗休养院资源， 把
工人疗养院办成技术工人的
“加油站”， 对调动和激发广
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期望有更多的
工人疗养院也能像夏县温泉
疗养院一样， 把党和政府对
技术工人的亲切关怀落到实
处， 让技术工人更真切地感
受到职业荣誉感和幸福感。

□周家和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 当前的情感咨询行业， 存
在一个由部分无资质发证主体、 培训机构、 个人或平
台组成的灰色利益链。 一些人打着情感咨询的幌子，
钻政策和法规的空子， 利用信息差， 诓骗大众， 扰乱
市场。 (10月11日 中新网） □王铎

山东省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有
一个迄今坚持了38年的公益讲
座———“每周一讲 ”， 近200名讲
师授课累计1587场， 吸引了40余
万人次走进讲堂。 这个被职工赞
誉为 “没有围墙的大学” 已经成

为群众性学习活动的重要文化阵
地， 并且获得全国总工会 “十大
活动品牌之一” 称号。 这在许多
地方工人文化宫举步维艰或者方
向不明的今天， 可谓是个小小的
“奇迹”。 赞叹之余， 想到一个问
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工人文
化宫应该怎样坚守宗旨， 坚持本
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工人文
化宫是许多城市职工群众业余文
化生活最集中、 最红火的场所，
而且大多地处繁华闹市， 以致成
为城市地标之一。 那时的工人文
化宫既有文艺演出， 也有职工夜
校， 既有专业团体， 也有群众活
动， 为丰富群众生活、 提高工人
素质、 培养各类人才作出了巨大
贡献， 许多老工人至今谈起依然
津津乐道。

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工人文
化宫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经
济上 “断奶”， 从上级拨款 “养”
事业到自负盈亏 “找饭吃”。 这
种变革伴随着经商大潮而来 ，
“以商养人” “以商养文” 几乎
成了各地工人文化宫不约而同的
选择。 先是破墙开店， 继而出租
场地， 再后来有的地方索性把文
化宫整体转让， 或成商品市场，
或改娱乐中心， 大量与 “工人”
“文化” 不沾边的项目都来抢占
“黄金宝地”， 许多工人文化宫甚
至只剩下一块徒有虚名的招牌。

工人文化宫果然除了经商、
出租、 转让就没有生路了吗？ 当
然不是 。 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
“每周一讲” 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38年坚守， 1587场的实践， 表明
它没有放弃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宗

旨， 不仅坚守了文化本色， 而且
扩大了社会影响； 说明它方向对
头， 成果显著； 相信它不仅发展
前景广阔， 而且会创造出很好的
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 坚守不是
固定某种模式， 近年来， 为了适
应今天职工多样化的需求， 他们
仍在不断探索， 不断创新， 通过
问卷确定选题， 通过QQ群、 微
信群、 制作视频促进听讲沟通，
深入企业、 工地、 社区 “送课上
门”， 讲座内容也从最初的文学
逐渐扩展到艺术、 历史、 心理学
等领域…… “每周一讲” 38年的
坚守， 正是工人文化宫体制改革
的38年，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
中， 他们坚守住了宗旨和本色，
不是很值得思考吗？

工人文化宫， 顾名思义是以
工人为服务对象的文化场所。 如

果工人文化宫工人进不去， 而且
没有文化， 岂不是背离宗旨、 丢
失本色？ 工人文化宫的改革是大
势所趋， 是一种必然， 但无论怎
么改， 其宗旨不能变， 特色不能
改， 变了、 改了就不再是工人文
化宫了。

事实上， 在工人文化宫体制
改革过程中， 许多地方工会在摸
索、 创造出不同的自负盈亏模式
的同时， 都坚守了原有的宗旨和
本色。 这表明， 市场经济与服务
职工并不相互排斥， 反而可以相
得益彰， 这其中有许多好的经验
值得总结和推广。 当然， 各地情
况不同， 条件各异， 不能搞相同
的模式。 但无论怎样的基础和条
件， 无论怎样谋求出路， 工人文
化宫坚守宗旨， 坚持本色都应该
是一致的， 而且是大有可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