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招工难”遭遇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新华社报道，元宵节过后，记
者在浙江、广东、山东等制造业用
工大省走访发现， 企业招聘需求
旺盛，薪资待遇同比也有所增长，
但与此同时， 普工和高级技工相
对短缺的“结构性”招工难问题仍
然显现， 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力做

好配套服务， 助力更多求职者顺
利走上岗位。

“招工难” 非自今日始， 原
因在于劳动人口红利逐年下降，
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
流动的必然。 每逢新春伊始， 往
往又是务工者工作变动的高峰
期。有人依旧返岗，有人选择“跳
槽”，也有人在居家与外出间重新
权衡。今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不
少务工者选择了就近就业， 许多
劳务输出大省也为返乡人员就业
创业推出了优惠措施， 如河南开
展送政策、送培训、送服务、送指
导、 送信息活动； 四川出台返乡
就业系列 “政策红包”； 广西发
布返乡创业补贴政策； 江西赣州
发起 “孩子喊父母回家上班” 活
动 …… 58 同 城 、 赶 集 直 招 网
《2022年返程就业调研报告 》 显

示 ， 春节后有超4%的人选择换
工作。 而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 ， 中国现有流动人口 3.76
亿 ， 4%就是1500万人 ， 而且年
轻就业群体对工作环境、 工作时
间、 待遇水平都有一定要求， 这
些都成为 “招工难” 的因素。

为了应对 “招工难”， 各地
企业也是频频 “出招”， 如提高
薪酬待遇 ， 完善生产 、 生活条
件 ， 提升岗位吸引力 ； 另一方
面 ， 倒逼企业进行生产方式转
型， 加快生产自动化、 智能化的
进程， 能够标准化的岗位尽量用
机器替代， 等等。

面对 “招工难”， 更值得重
视的还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
趋势。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
“产业兴旺” 任务的背景下， 从
长远看， 这一趋势有利于破解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根本问题， 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是国家发展的大事。 但同时也给
工会工作带来新课题。

首先， 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
工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 掌握了
一定的技术技能， 对市场经济也
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们可以凭借
在外务工时积累的技能、 资金或
经验返乡创业， 并且可能创造一
些就业机会， 带动更多的乡亲改
变农耕生活方式。

其次， 近年来乡镇中小企业
发展很快， 而且许多并非出口加
工型，受国际大环境影响也小，有
较大发展空间。 大量在外务工的
农民返乡， 不仅会带来新的人力
资源，而且还带来了新的技术、技
能和新的思维、观念，吸收他们就
业， 对农村及落后地区发展无疑

是有利的，也是难得的契机。
第三，农民工返乡，无论自己

创业或者进入乡镇企业， 也给工
会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农民工
返乡， 对于他们曾经务工的地区
而言，是工会工作对象的流失；但
对于他们家乡的工会组织来说，
则是新的工作对象、 新的工作任
务。 只要他们继续从事非农业劳
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他们就是工会组织和发展的对
象，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因
为他们的加入， 会使当地的工会
工作有一个新的面貌。从长远看，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的流动
和转移将成为市场化常态，那么，
针对他们的工会工作就应该无间
断地接续。 这是工会事业发展的
需要，各地各级工会责无旁贷，应
该有所准备，有所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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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木须虫： 近年来， 越来越多
的商家在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
对维护社会治安、 预防解决纠纷
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
摄像头安装不规范导致的侵犯隐
私权问题以及信息泄露风险等，
也引发了不少争论。 商家是否有
权在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 该如
何正确安装摄像头？ 给经营场所
装摄像头需限权利定规矩 ， 同
时， 也应将其执行纳入到场所的
公共管理中来， 明确监管执法的
主体、 职责及管理办法， 明确场
所经营的责任与义务。

“同学们， 你们知道北京
冬奥会赛场内外， 有多少机器
人在服务吗？” 2月17日上午，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2021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典礼暨
开学第一课的讲台上， 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上海工
匠卢秋红刚一开场， 就吸引了
孩子们好奇的目光。 （2月23
日 《工人日报》）

徐汇区总工会负责人表
示， 在推进劳模工匠精神进校
园的进程中， 努力让劳模工匠
等先进人物成为促进学校五育
并举、 德育引领、 智育为本、
劳育为基的编外教师。

劳模、 工匠是广大劳动者
的杰出代表， 是大众学习的榜
样。 随着社会进步， 尊重劳模
工匠的气氛也日渐浓厚 。 比
如， 每逢五一劳动节， 有的地
方就将劳模工匠事迹在文化
宫、 城市广场等繁华地段集中
展示， 方便市民参观； 有的地
方将劳模工匠事迹 “嵌进” 公
交站台灯箱， 全天候吸引过往
市民的目光 。 相比之下 ， 将
“工匠登讲台” 列为校园 “开
学第一课”， 更进一步扩大了
“劳模工匠效应”。

工匠登上校园 “第一课”
的讲台， 本身就体现了政府对
劳模工匠的尊崇， 有利于向学
生传递 “劳动最光荣” “劳动
最美丽” 的正能量， 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再则， 与将劳模工匠的事迹挂
在墙上和灯箱相比， 让他们与
学生 “面对面” 讲述自己亲历
的奋斗故事， 同时与学生互动
交流， 无疑更具亲和力和感染
力， 更容易让人入脑入心。

时代呼唤更多的劳模工
匠， 社会进步离不开劳模工匠
精神 。 持续焕发劳模工匠的
“头雁效应”， 就需要营造和保
持宣传劳模、 学习劳模的良好
氛围。 我们为 “工匠登讲台”
这样的 “开学第一课” 叫好，
同时希望更多的劳模工匠进机
关、 进企业、 进社区， 让全社
会崇尚劳模工匠的新风持久不
息！

□余清明

重奖职工创新创效值得期待

工匠登讲台
这个“第一课”可以有

近段时间以来， 有关职场智能监控的话题引
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企业有管理员工的权力，
员工也有隐私不被侵犯的诉求， 应该如何看待企
业对员工的 “监控” 行为， 其合法与违法的边界
应当如何把握？ （2月23日 《法治日报》） □王铎

面对 “招工难 ”，更值得
重视的还是农民工返乡创业
就业的趋势。 在我国乡村振
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任务
的背景下，从长远看，这一趋
势有利于破解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问
题，实现创业带动就业，是国
家发展的大事。 但同时也给
工会工作带来新课题。

“特等奖两项 、 每项奖励
100万元； 一等奖20项目、 每项
奖励20万元……”， 记者近日从
山东省职工创新创效动员大会上
获悉， 山东省总工会重奖在全省
职工创新创效竞赛省级决赛中的
获奖项目， 并出台措施大力培养
山东 “职工院士 ”。 （2月22日
《工人日报》）

创新创效是新常态下企业发
展的原动力， 是职工实现和提升
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 也是企业
求得生存和谋取发展的通道， 更
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职

工自始至终是创新创效发展的主
力军， 只有把职工的创新创效热
情和潜力发挥出来， 企业实现创
新创效发展才有不竭的力量。 所
以要充分认识推进职工创新创效
的重要意义 ， 切实推动科技创
新、 促进成果转化、 提高职工素
质， 全面推进职工创新创效持续
开展。 但更重要的是， 通过重奖
可以使创新创效更有成效。

重奖职工创新创效， 也是一
种创新， 能够号准职工需求的脉
搏。 可以期待， 这种重奖职工创
新创效的做法， 能更好地促进职

工技术创新。 当然， 在重奖的同
时， 更应该打通职工创新成果转
化的难点和堵点， 将更多的职工
创新创效成果转化， 使这些成果
发挥更多的效能。 希望各级工会
像山东那样， 在拓宽产业工人发
展空间、 创新创效导向的激励机
制、 加大对产业工人创新创效扶
持力度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让
职工的创新成果得到更好地转
化，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 懂
技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的宏
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胡建兵

李雪： “发每条信息都要钱”
“花了10多万元，还拿不到联系方
式”“要线下见面，先得刷个价值1
万元的‘一生一世’” ……媒体调
查发现， 部分自称 “快速脱单”
“互助脱单 ” App通过平台规则
“下套”， 让交友过程异化为步步
“交钱 ”， 不少用户成为被 “收
割” 对象。 对于此类App的危害
性不能小觑， 需要加强治理， 而
从用户角度来讲， 应该增强防范
意识。

2月22日， 湖北省十堰市竹
山县宝丰镇黄栗九年一贯制学校
邀请宝丰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 为学生讲解农作物
种植与管理技术。 这是该校新学
期首次劳动实践活动。 （2月23
日 《工人日报》）

据了解， 去年以来， 该校建
成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通过引导
学生参与耕地、 播种、 除草、 浇
水、 施肥、 收获全过程， 并开展
劳动知识培训。

把孩子带到农田， 请农业专
家给他们讲讲农植物的种植知识
和参与劳动实践， 无疑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 一方面， 可以增
强孩子的劳动意识， 让他们在这
样的活动中 ， 激发对劳动的兴
趣。 农植物， 在农民的精心种植
和呵护下， 一天天长大、 收获。
这个过程， 无疑是大自然给予劳
动者的馈赠， 体现了劳动的意义
和价值。 让学生参与这个过程，
可以让他们有劳动的获得感和成
就感。 另一方面， 可以从小培养
孩子的劳动习惯。 让孩子到田间
地头参加劳动实践， 可以潜移默
化地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 这样
的实践多一些， 越来越多的孩子
就会感到， 劳动不是一种负担，

而是一种生活习惯 。 更重要的
是， 这样的生活习惯会让他们受
益终身。

所以， 笔者认为， 农田劳动

教育接地气。 让孩子从小爱上劳
动， 并从劳动中获取更多的知识
和本领 ， 是素质教育的真实写
照， 值得更多推广。 □周开华

农田劳动教育接地气

警惕“脱单”App
暗藏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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