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早， 接过丰厚的留长礼
包， 又进行了血常规、 血压、 B
超等项目体检后， 浙江长兴华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河南籍员工
卞海涛和工友乐呵呵地准备回去
上班。 车间生产很忙碌， 一刻也
不能放松， “上门检查身体， 大
家都很开心。 我去年也是留在这
里过年的， 今年服务比去年还周
到， 吃的、 用的、 超市购物券都
有， 等周末就去买过年的东西。”
（1月17日 《浙江工人日报》）

据媒体报道， 为让留在当地
过年的职工欢度佳节， 浙江长兴
县总工会线上线下齐发力， 为留
长过年职工送上6重好礼的花式
大礼包。 长兴县总工会工作人员

介绍说， “其中包括6000份浙北
大厦50元通用券 ， 只要满50.01
元就能用， 相当于是无门槛的，
还有总计10万元的话费流量宽带
礼包 ， 以及各类打车券 、 外卖
券、 视频月卡、 加油卡等”。 县
总工会还将为企业留长职工送去
写好的福字、 开展线上课堂进行
疫情防控 、 劳动法律法规的宣
传， 增添节日氛围。

长兴县总工会的花式大礼
包， 让在该地工作和生活的异乡
人切实感受到了“娘家人”暖暖的
关爱。 大礼包的内容方方面面与
职工生活息息相关， 可以说是融
入了职工生活细节。 他们是在用
心、用情做好“就地过年”职工的

服务保障工作。这些温暖的举措，
有效提升了外地员工留岗的吸引
力，同时也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

笔者以为， 花式大礼包有效
弥补了有些企业单纯发点春节期
间留岗工作补贴了事的不足。 倡

导职工就地过年 ， 要用 “薪 ”，
更需要用心。 因为心暖了， 在哪
里都会有过年的味道。 长兴县总
工会把 “娘家人” 对职工的关爱
融入生活细节的做法值得点赞。

□周家和

新年伊始， 河北省秦皇岛市
总工会与秦皇岛市广播电视台联
合打造的全国首家职工电视频道
正式开播。 该频道的基本定位为
“宣传职工、 展示职工、 教育职
工、 服务职工”， 设有 《工会进
行时》 《榜样的力量》 《技无止
境》 《工人文化宫》 《行行出状

元》 《秦工之家》 《为您服务》
《创建文明城市 职工在行动》 等
8个板块， 每天从早晨6点开始，
播出18个小时。 （1月13日 《工
人日报》）

地级市电视台开设职工频道
是否全国首创， 笔者没有考证，
但这件事肯定属于新闻， 而且对
于职工和工会都是利好； 各地是
否都要效仿， 也不能一概而论，
但它传递的信息、 内涵， 肯定值
得称道、 思考。

相较而言， 荧屏上普通劳动
者形象偏少是不争事实， 宣传工
会工作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 相
反， 帝王将相、 武侠高僧、 都市
丽人却触目皆是， 有识者对此多
有批评， 近年来虽有改观， 却仍
不足 。 如今 ， 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工会

组织责无旁贷， 电视、 新媒体也
没有理由 “旁观”。 秦皇岛工会
与电视台两家一拍即合， 职工频
道的开播如一股清风， 迎合了职
工需要， 也提升了工会形象， 当
然成为新闻， 当然值得称道。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
天， 如何运用电视、 新媒体 （微
信、 抖音等） 宣传工会工作， 进
一步提高工会组织的影响力， 增
强工会在职工群体中的凝聚力，
是各级工会组织的一个重要课
题。” 秦皇岛市总工会负责人的
这番话， 表明他们对于工会工作
如何适应网络时代、 利用互联网
技术有了认真思考， 因此才有了
工会与电视台发挥各自优势， 实
现工会资源和媒体优势有效对
接， 打造工会联系职工、 服务职
工新平台的举措。 其他地方的工

会是否也要开设这样的职工电视
频道， 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重
要的是， 它带给我们一个启示：
新的历史条件下， 工会工作需要
新的思维， 需要与时俱进， 需要
不断创新， 目的则在于 “提高工
会组织的影响力， 增强工会在职
工群体中的凝聚力”。 而这是所
有工会组织都应该追求的工作效
果。

秦皇岛电视台职工频道既讲
述职工故事、 展示劳模风采、 展
现工匠绝活， 又解读工会工作、
宣传企业文化、 举办特色活动，
连全市各级工会一周的重点工
作、 亮点工作、 特色工作也成为
独立板块， 这在当下的电视节目
中可谓 “破天荒”， 满满的 “工
会元素”， 令人耳目一新 。 至于
聚焦劳模、 工匠、 创新工作室，

心理健康讲座 、 各类保险等政
策、 法律法规解读， 虽然并不新
鲜， 但集纳于职工频道， 与工会
工作 “结合 ” 在一起 ， 相得益
彰， 也显示了频道设计是经过充
分考量的。

值得称道的还有， 职工电视
频道把演播室搬到了工厂车间、
商场超市， 把镜头对准在生 产
一线辛勤工作的普通劳动者 ，
工匠故事 、 劳动风采 、 技术绝
活、 创新成果、 职工生活都是
镜头捕捉的焦点 。 这在以往的
电视节目中也是少有的。 反映普
通劳动者的工作、 生活， 不到一
线难免脱离实际 ， 也难令人信
服。 镜头向下 ， 是电 视 工 作 者
作风的转变和思想的洗礼， 对
于文化领域的改革也是一个促
进。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徐建辉： 据媒体报道， 为严
厉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 保障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保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 2021年， 公安部继
续开展 “净网” 专项行动。 各地
公安机关聚焦网上突出违法犯罪
和网络乱象， 坚持全链条打击，
取得显著成效。 只有通过刮骨疗
毒式的打击整治， 才能让互联网
更纯净， 人们上网才能更安心。

新的历史条件下 ， 工
会工作需要新的思维 ， 需
要与时俱进， 需要不断创
新， 目的则在于 “提高工
会组织的影响力， 增强工
会 在 职 工 群 体 中 的 凝 聚
力”。 而这是所有工会组织
都应该追求的工作效果。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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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网”行动
让互联网更纯净 严查

医院“年报”
拉近医患距离
天歌：这两天，一份别具一格

的“门诊年度小结”，刷爆了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护人员的朋
友圈。“您的辛劳和付出， 我们都
记得……来看看您的门诊报告
吧。”寥寥数语，打开了很多医生
的回忆。这份医院“年报”，不仅仅
是给予了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个回
望过去的机会， 可以由此增加他
们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自豪感、
幸福感，而且也以真实的力量，消
除了存在于患者当中的很多误
解，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
《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拖
欠中小微企业账款问题 ，《意
见》指出，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
款案件纳入办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绿色通道”，明确严禁
查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
（1月16日 《工人日报》）

岁末年初 ， 正值各类项
目、 工程资金结算期， 也是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易发期、
高发期以及各地一年一度清理
拖欠农民工工资行动的发力
期。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
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
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纳
入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绿色通道”， 在保护中小微企
业合法权益、 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司法工作中， 强化了保
护农民工薪酬权益的连带意
义， 为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打
开了新的司法措施切口。

农民工在中小微企业就业
的较为集中， 中小微企业的账
款结算、 资金回笼与农民工的
工资结算有直接关系。中小微
企业融资能力有限， 抗风险能
力大都较弱， 一旦遭遇上游环
节账款拖欠，哪怕只有一两笔，
哪怕只有几万元、几十万元，也
可能陷入资金流转困难， 甚至
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如此，
风险就很容易传导到农民工的
工资发放环节， 很多在中小微
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很可能就会
遭遇拖欠工资问题。

办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
案件、 保护中小微企业权益、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需要农
民工视角， 只有循果找因， 把
两项工作连带考虑 ， 统筹安
排， 才能促进农民工欠薪问题
的机制性化解。 期待各级法院
严格落实 《意见》 要求， 充分
利用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绿色通道”， 高效、 公平办理
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案件， 把
清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依法
融入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的整体框架。 □李英锋

技能竞赛成果搬进职校课堂是一种创新

花式大礼包体现出“娘家人”的关爱细节 保护中小微企业权益
需要农民工视角

为普通劳动者与工会工作“上电视”叫好

为进一步做好寒假期间 “双减” 工作， 辽宁省
教育厅近日部署开展寒假期间线上学科类违规培训
巡查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面向中小学生的违规线上
学科类培训和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问
题， 将严查有证机构通过 “线上答疑” “直播变录
播” “线上伴学” 等变异方式组织违规培训、 利用
网络撮合违规学科类培训等行为。 （1月15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日前， 上海闵行区总工会携
手区人社局在上海群益职业技术
学校举办区职业技能竞赛成果展
示活动， 邀请职业院校学生通过
虚拟现实等技术， 现场体验在智
能工厂 “当工人 ”。 （1月17日
《工人日报》）

职业院校的学生， 在没有到
工厂实习之前， 对于工厂是非常
陌生的。 把技能竞赛成果搬进职
校课堂， 这样的做法具有很大的
创新。

一方面， 让职校学生对工厂
有更多的了解。 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的工厂越来越智能化。 上海
米其林轮胎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媒体记者， 该公司在实现数字化
转型之前， 一个车间的一个流程
就需要一位工人； 转型之后， 整
个车间最多只需要十几个工人。
显然， 把现代化工厂的信息， 及
时向职业学校的学生反馈是非常
有必要的 ， 可以为他们到工厂
“当工人” 提前热身。

另一方面， 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现代化技能的兴趣。 面对着电
子屏幕，进行智能化的操作，这样
的“体验”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来

说，会觉得非常有趣。 同时，也激
发了他们在学校学习专业课程的
内在动力。 因为只有把理论知识
学得更加扎实， 才能在今后的工
作中得心应手， 如鱼得水。

当然， 对于职业院校来说，
展示时下各领域最新的职业技能
技艺和人才需求导向， 也可以为
未来职业教学方向和课程设置起
到引领作用， 与时俱进跟上时代
的发展。

笔者认为， 技能竞赛成果搬
进职校课堂接地气， 可以有更多
的推广。 □彭爱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