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作业易中暑，津贴不能少

@SHEN：中午下班看到十字路口指挥

交通的警察叔叔，皮肤黝黑，脸上渗着汗

水。闷热的空气让人想赶紧跳进空调房里，

而他们还在为城市的交通顺畅坚守岗位，值

得尊敬！高温津贴一定要按时发到他们手

里，真的不容易。

大河网网友“琮琮那年”：高温津贴必须

保证及时、足额发放,这不容商量。除了津

贴,企业还要注意改善工作条件，在这个坐着

不动都感到酷热难耐的夏天，可想而知户外

劳动的辛苦。强烈呼吁相关部门督促用人

单位不折不扣提供必要的降温措施并按时

发放高温津贴，保证工人不被热伤。

高温津贴，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民日报客户端网友“日出”：我们公司

多少年了都没发过高温津贴，每到夏天就发

一次藿香正气水、肥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

就算是降温费了。

@xuehanbo：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我听到过身边好几个亲戚朋友说单位

用防暑降温用品冲抵高温津贴，或者不按规

定标准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对于他们来说，

高温津贴只是水月镜花。

大河网网友“球球”：高温津贴，那些正

式员工可以发，但是临时工就不一定咯，建

筑、快递等行业漏发的现象也很多，有时候

劳动合同都还没签，更别说高温津贴要拖

到什么时候了。高温津贴，想说爱你不容

易！

政策到位更要监管护航

人民日报客户端网友“溪水”：标准制定得

再完美，关键还得看落实。一方面人们自己需

要了解高温津贴的发放标准，懂得维护自身权

益，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不定期抽

查，对违反规定的企业加大惩处力度。

大河网网友“闹小赵”：本月，全国范围内

也将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高温津贴发放情况

被列入其中。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作为劳

动监管部门，不要等到劳动者找上门投诉或

请求援助，才出手予以规范与整顿，维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

@石头花也有春天：政策到位更要监管

护航。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劳动监察和执法

力度，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让高温津贴按时

发到劳动者手里，顶着大太阳工作的人真的

很不容易。

拒发高温津贴就是克扣工资

6月 13日，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邢俊鹏
律师接受焦点网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家多
部局联合以明文的形式设立了防暑降温的
一系列措施，如用人单位应采用良好的隔
热、通风、降温措施，积极改善作业场所的工
作条件，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
者们，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
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
和未成年工人高温作业等。高温津贴是其
中的措施之一。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
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
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由此可以看出，高
温津贴的性质属于工资，用人单位拒绝发放
高温津贴就是克扣工资！如果发现用人单
位拒发高温津贴的情况，劳动者可以依据
《劳动法》的规定，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
诉，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同
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处以罚款。

邢俊鹏律师说，虽然用人单位按照规定
需要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是实践中的
尴尬之处却在于，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
理，往往都有“不敢跟单位较劲”的心理，绝
大多数在职的劳动者都不敢真正去投诉自
己的单位。而能够站出来主张该权利的，
都是在与单位发生了矛盾，要终止劳动合
同的情况下才敢于提出。所以说这种尴
尬，是很多高温劳动者无法真正享受高温
津贴的重要原因。而这次将高温津贴发放
情况列入全国范围内行政机关专项检查
中，值得点赞！

麦收是一场“战役”

大河网网友“晨之风”

童年的记忆里，麦收是一场战役。月亮
还挂在中天，我们就出发了。父亲拉着架子
车，带着捆麦子的绳子，扛着杈子，我和母亲
跟着，手里还拿着加班饭——几个馒头、一
包咸菜、几个咸鸡蛋和一壶开水。

清早的麦秆经露水淋后湿漉有韧性，需
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割下来，还没有割三米，我
便气喘吁吁，腰酸腿疼。抬头看父亲，他已远
远地走在前面。太阳出来后，麦秆在毒花花
的阳光下变脆了，但气温越来越高，脊背被晒
得火燎一般，汗水一个劲地流下来，身子也散
了架，很想把镰刀一扔了之。但看着躺在地
上的一行行麦子，又感到一种成就感。

紧接着，要把割下来的麦子拉到打麦场里
去。大人小孩们的叫嚷和欢笑，使那里成了一
片欢乐的海洋。若是赶上雨天，为了能从龙王
嘴里夺食，我和父亲从地里拉麦子，摸黑抢在
下雨前盖好麦秸垛。现在想起来，正是那个刻
骨铭心的季节，让我有了丰富的人生体验。

割麦时一顿吃下11个鸡蛋

大河网网友“笑醉天”

在我十多岁时，老家还是人工收麦。天

刚蒙蒙亮，一家人吃了早饭就来到地里，老
少齐上阵。午饭时，奶奶会把煮好的面汤、
鸡蛋和热馒头带到地头。记得麦收时，我曾
经一顿饭吃了11个鸡蛋。

割麦是有技术含量的，爸妈通常速度最
快，姐姐哥哥跟在后面，我则是垫底的那个。
记忆中，在割麦时，姐姐哥哥和我，都割破过手
脚。碾场、割麦、装车、打场……其时，主要是
用人力、畜力，整个收麦时间要持续半个多月。

麦收季节，最喜欢和伙伴们钻麦垛子，
从中挖空，几个人一起躲在里面纳凉。对孩
子们而言，那却是麦收季节的快乐。

而今，已年届不惑，老家收麦子全是大型
收割机。很多村民开车在路边乘凉，大型收
割机一过，麦子装袋回家；有些人图清闲，在
地头就把麦子卖了，兜里装一沓钱回家了。

不再为“三夏”劳累奔波

大河网友“金色阳光”

小时候，每到“夏收”时，家家户户都非
常高兴，大人们享受着收获的喜悦，小孩们
则有10天的麦假。

现在收麦子倒简单了许多，只用挨家挨
户在田地里等着，等联合收割机排到自己家
了，让其开进地里，一圈出来，麦子就打好
了。最多五分钟一亩地就能收完，等收割机
从地里开出来，等在一旁的我们就把收好的
麦子直接装袋，运回家再把麦子倒出来晒
干。期间，省去了碾场、扬场等工作。等麦
子晒干后存起来，就结束了“夏收”。

更便捷的是，现在“夏收”和“夏种”可同
时进行，前面收割机把麦子收完，后面就可
让播种机把玉米种上，相比以前的人工“点
种”玉米，效率提高了很多倍。借助于现代
科技，农民不用再为“三夏”而劳累奔波！

那些场景承载着美好的记忆

大河网网友“云中天”：“三夏”总伴随着

美好的记忆。那时候收麦时，一家人一起协

作，汗水与快乐一起飞扬。扬麦时，还可用

四轮拖拉机带着风扇，风老大了！

大河网网友“快乐的鑫”：又是一年麦收

忙，周末回老家，看满地金灿灿的麦子甚是

喜人。家人再三叮嘱说地里又湿又晒，不要

下地，可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当然更

难忘收获时的喜悦和汗水。

科技进步“三夏”在变

大河网网友“茶博士”：河南豫东是产粮

地区，特别是小麦，每年的五月底到六月初

农忙时分，一派丰收的景象。还好现在都用

上收割机了，效率大大提高，农民再也没有

那么辛苦了！

@小斐宝贝：如今的“三夏”有了新变

化,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

农村生活的改善。从小农小户人工收割，到

大规模机器作业，再到职业麦客的出现，“三

夏”因科技发展而变迁。

农业机械化推动“三夏”大变迁

“回顾过去挥汗如雨、‘足蒸暑土气，背
灼炎天光’的传统耕种，我们不禁为时代的
巨大变迁而震撼，也为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而骄傲！”6月13日，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王
永华副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说。

常言道：“三夏大忙，绣女下床”、“六月
麦黄忙断肠”。王永华说，“昔日麦收时，往往
是呼儿唤女，全家总动员，烈日当头，酷暑难
耐，常常手脚磨出水泡，胳膊晒掉层层皮。”据
王永华回忆，过去农村的“三夏”从五月末开
始到小麦颗粒归仓再到玉米播种完毕，一般
家庭需忙活到六月末，至少也得一月或四十
天。“现在的‘三夏’工作轻松自在，农民正在
享受‘懒汉庄稼’的幸福生活，只要把钞票拿
在手里，站在田间地头，指指哪块田地是自家
的，就能完成夏收和夏种。”王永华介绍，如
今的“三夏”在收获、播种机械化的推动下，
已从一两个月缩短到现在的一周左右。“农
业机械化不仅取代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
且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缩短了劳动时
间。”据统计，目前河南省小麦收获与玉米播
种的机械化率分别超过98%和86%。

“三夏的变迁也让人思索，当今中国农业
的真正劳动力是谁？”王永华认为，“今天农村
真正的劳动力是那些在耕、种、管、收、销等环
节，富有现代农业素养和科技才能的人，以及
先进的各类农业机械与现代装备设施。”

□本报记者 张培君

又是一年“三夏”忙。夏收、夏种、

夏管，忙碌的农民尽享收获的喜悦。

还记得小时候麦收现场那些动人的

故事吗？随着时代变迁，如今的农村

“三夏”又是啥样?

科技进步，“三夏”在变。高产创

建带来的丰收喜悦、农机作业引发的

生产变革，更让网友抚今追昔，感慨

万千。“以前，麦子熟了，全家男女老

少齐出动，随着镰刀飞舞，一把把麦

子被割掉，酷暑难耐，挥汗如雨。”“如

今，收割机往地里一开，半天麦子就

割完了，种完秋庄稼，还不耽误外出

务工赚钱，比以前轻松多了”……在

大河网大河论坛，网友争相分享自己

的“三夏”故事，见证时代的变迁。

幼童喷泉嬉水
遭电击身亡谁之过？

6月 11日下午6点左右，郑州福彩路与广电南路
附近的御鑫城小区发生一起电击致人身亡事故。据小
区业主称，一名5岁男孩在小区水池边玩耍不慎落水，
遭遇喷泉电路漏电，孩子瞬间被电晕，而其母亲也因急
于施救被电击倒，之后男孩经120抢救无效死亡。据
悉，喷泉漏电引发的事故并非个例，此前，北京朝阳公
园也发生过喷泉漏电导致宠物狗被电死，狗主人下水
救爱犬遭遇不幸的惨剧。6月13日，焦点网谈官方微
信转发了该消息，引发网友热议。

悲剧的造成，究竟是家长的疏忽大意，还是小区公
共设施维护不到位？不少网友发表了看法。网友“布
鲁布鲁”认为，那些喷泉里面肯定走了电路，还在水里，
万一漏电太可怕了，经常见到小孩子跳进喷泉玩水，这
些孩子的家长必须要提高安全意识啊！网友“杨大丞”
称，哪里的喷泉都不让戏水，这是常识。站在客观的角
度来说，监护人监管不当，物业没有好好做好安全提醒
和管理，双方都有责任。网友“5小妞55”说：“生命如
此脆弱，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

还有网友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主要责任还是在
小区物业。网友“汉斯”说：“小区内修建水池、喷泉之
类的公共设施，一是为了环境美观，二是为了方便居民
有更多的休闲娱乐去处，但如果维护检修不到位，给大
家的安全造成隐患，那就适得其反了。”网友“十一月叮
当”认为，即便是物业的责任，也应该有所区分，所有景
观喷泉都存在触电危险，如果小区水池边没有放禁止
戏水的警示标示，那物业就得负全责。网友“小胡胡的
无泪之城”认为，走着走着墙倒了，你能怨走路的人没
发觉墙歪了？家长细心一些就能预见到危险，但负有
管理职责的物业公司责任更大，因为他们的责任是消
除安全隐患，让业主安居乐业，而不是事事要靠业主来
防，毕竟防不胜防啊！ （刘高雅）

高考志愿填报
别拿大数据唬人

想到烈日下的劳动者

□郭喜林

高考之后，考生和家长即将面临志愿填报“大

考”。从去年开始，我国全面实行平行志愿录取投档以

后，许多考生和家长对填报哪所大学、哪个专业更“拿

不准”了。在这种背景下，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应运而

生，“大数据帮你填报上好大学”之类的广告比比皆是，

部分“一对一”咨询价格更是一路被炒至数万元的“天

价”。（6月13日 大河网）
针对此事，本报曾从“天价高考志愿咨询”该治理

的角度做了评论。在这里还可以从时下很时髦的“大

数据”来再探究竟。宣扬大数据的人是想为考生服务，

还是以此为噱头通过大肆炒作之后，实现非法敛财的

目的？面对所谓大数据填报志愿的诱饵，有些父母为

了孩子能上一所比较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就心甘情愿

地相信大数据填报志愿的宣传和炒作。因此，经过相

互炒作之后，大数据填报志愿竟然高达数万元。

说来也怪，现在什么事都想向“大数据”靠拢。我

们真的有些不明白，为啥商家总是如此痴迷和惦记着

所谓大数据背景下的“天价”不肯松手？难道都想一夜

变成富翁吗？

其实，某些所谓“大数据”不过是利用新词汇的包

装，行骗局之实的伎俩。为了让孩子上好大学，选好专

业，一味地相信虚假宣传，以为做了所谓的大数据分析

判断，就能给孩子的大学之路做好万全的保障，实际上

却是在自欺欺人。不管大数据被宣传的多么神奇，最

终只有考生自己的成绩才是报考大学志愿的关键。

面对“天价”大数据填报志愿咨询费，有关部门应

该站出来制止这种非法敛财行为。笔者更希望考生和

家长保持客观冷静头脑，不要过分相信“天价”大数据

填报志愿的忽悠。与其被数万元“天价”大数据蛊惑上

当受骗，还不如让学生的老师帮助客观分析指导，然后

权衡利弊填报志愿。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本报记者 张磊

进入6月，不少地区迎来夏季高

温期，高温津贴也进入发放时间。

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8个省份明确

了津贴发放标准,河南标准是每人每

天10元。本月，全国范围内也将开

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

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高温津

贴发放情况被列入其中。这几年，

高温津贴这一话题几乎是逢夏必

“热”，最让人担忧的是津贴能否落

到实处。网友说，要对高温津贴进

行常态监管，真正保障劳动者合法

权益。

网友眼中的“三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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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扬麦场景。
◀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 王浩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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