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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评

画中话

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
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
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
也是奋斗。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最近，“996”工时制引发了持续热议，一

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将很多知名企业列

入了加班黑名单，一些企业家则为“996”工时

制辩护，马云甚至说“能做到 996 是一种巨大

的福气”“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

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近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了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休息权等问题成为现

场审议的热点，“996”工时制自然引发了热烈

讨论。李钺锋委员就表示，不能提倡“996”工

作方式，建议草案增加“休息权”，作为保障自

然人身心健康的一项重要权利。

把严重违反劳动法的“996”工时制，粉饰

为“奋斗说”“福气说”，既有灌“毒鸡汤”的意

味，也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即把加班等同于

“奋斗”，把不加班等同于不想成功，把强制等

同于自我选择。但是正如有评论指出，没有

人不懂“不劳无获”的道理，但崇尚奋斗、崇尚

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

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

斗。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

“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

实诉求。

要说福气，企业遵纪守法、尊重员工合法

权益，才是劳动者的福气。即便需要员工加

班，给予相应的加班工资和调休保证，才是劳

动者的福气。偶尔高强度加班尚可以理解，

但常态化的“996”工时制透支青春、透支权

益、透支健康，何来“福气”之说？其实，长期

高强度地加班，工作效率未必就高。《人民日

报》报道过一个事例：一家工厂经常靠搞大会

战加班来完成生产任务，结果到年底清理产

品时发现，90%以上的次品和废品是在大会战

时加工出来的，加班加得头晕，数量倒是上来

了，质量却下去了。著名的《美国流行病学》

期刊有论文研究发现，每周工作 55 小时的员

工，其解决问题能力、短期记忆和创造力，都

比每周工作 40小时的员工要低。

经济下行压力，加上行业竞争压力，让很

多企业面临生存考验，企业的焦虑可以理解，

但解决之道不能只限于无视员工权益，使劲

“压榨”员工。其中，有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定，

有需要关照的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关系，

有日趋现代的价值理念，而不能只盯着员工

的劳动时间。这次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或

许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更加关注劳动者

的休息权、健康权，而不是任由“996”工时制

滋生蔓延。

退一步讲，即便是企业创业不容易、生存

压力大，大家共同打拼、共度时艰也就罢了，

但实在不应该再得了便宜还卖乖，把近乎“虐

待”看作是一种“福气”，把日复一日的身体透

支当作“奋斗”的姿态。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

话，员工是否也可以建议企业都来实行“双倍

工资制”——能给员工发双倍工资是一种巨

大的福气。如果企业效益好的时候不发双倍

工资，什么时候发双倍工资呢？你不付出超

越别人的工资福利，怎么能够做大做强？那

些“996”工时制的粉饰者，是不是对这种话术

挺熟悉？9

众议

拒绝“996”更要维护劳动者权益
“吹哨人”权益应受到保护

几段“脆皮安全帽”视频意外在网络走红，并

引发公众对安全帽质量的关注。身处舆论风暴中

心的视频主人公窦师傅告诉媒体，他原本是在工

地打零工，“干一口吃一口”，但自从“脆皮安全帽”

视频广泛传播以来，近期却找不到活干了。窦师

傅只得先回到农村老家，对今后的生活充满担

忧。（见4月22日《经济日报》）
作为一线工人，窦师傅发现并揭露安全帽“不

安全”的问题，他已经成为揭发企业内部潜规则的

“吹哨人”。人们常说的“吹哨人”，就是指发现行

业或企业问题而勇敢举报的内部员工。在许多国

家，这样的举报人不仅会受到保护，还有重金奖

励，目的是尽快发现各行各业存在的各种潜规则

以及不良问题。对于窦师傅这样的举报人，我们

也应该予以保护，防止被举报者实施打击报复。

考虑到窦师傅主要在工地打零工，没有固定工作

单位，相关部门是否应该保护一下他的劳动权

益？在此基础上，能否给予一定奖励，以激发更多

人勇于揭发各种社会问题？

此外，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对于“吹哨

人”的保护制度，以避免揭露潜规则的人权益遭受侵

害。须知，每一个揭示社会问题的人，都是社会公平

正义的守护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

雪”，是这个社会理应有的良知与规则。3 （曲征）

据《工人日报》报道，当下，月嫂供不应求，但月嫂们的服务质量却良莠不齐。有人到
培训机构交上1000多元学个10天，就上门“接单”了，有人培训23天便可拿“金牌”月嫂
证书。9 图/陶小莫

□冯军福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随着越来

越多外来人口涌入社区，社区治理内容也发

生了巨大变化。虽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不少社区居民却成了“最

熟悉的陌生人”。“上楼”后如何让群众办事更

方便？怎么提升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带着

这些疑问，笔者走进了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

处所辖的几个城市社区，通过实地走访，探寻

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密码。

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区

服务全覆盖、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是社区治理

者面临的难题。花城社区借助 52家入驻社区

的互联网新兴企业力量，把“互联网+”融入社

区治理，延伸治理和服务触角，打造创新智慧

型社区。社区居民通过微信公众号、智慧社

区 APP 软件、客户端等互联网技术手段，即可

获取服务信息、参与社区治理。与线上平台

同样重要的，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一体的

治理机制。花城社区挖掘社区内部的资源优

势，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利

用“触手可及”的互联网技术，让居民动动手

指，就能享受便捷出行、在线缴费、智慧医疗

等精准服务。万丰社区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置

了文体活动室、日间照料中心、四点半学堂等

多个功能室，让党员有了活动阵地，群众有了

娱乐平台，孩子有了课外学堂，老人不再独守

空巢。金湾社区打造“党建+健康”服务模式，

通过聘请退休医生开展健康讲座等形式，社

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医疗服务……

这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社区治理首先

要主动作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瞄准居

民需求、精准对接，才能让社区服务更贴心

舒心，切实增强居民获得感；不同的社区，更

要深挖本地资源、盘活本地资源，将自身特

色、优势彰显出来，让社区服务供给更加多

元化。9

用特色服务办好“身边事”

基层走笔 实体书店转型不能只靠“颜值”
有新意和特色的装潢，别出心裁的图书陈

列，相伴而生的咖啡水吧……如今，这样类似文

化消费空间的“网红书店”以其高颜值吸引了一

大批粉丝。但在大批走进“网红书店”的人眼中，

书不是重点，拍照才是：找角度，摆姿势摁快门，

大功告成。

与网上书店相比，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能给

读者带来阅读体验，与读者深度交流。书店有其

商业上的属性，书只是经营者与顾客众多交集中

的一个载体。只有交集越多，价值才会越大。所

以，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不在图书本身，而是经

营者的思维方式。不管书店“颜值”有多高，如果

没有系列读书活动，没有丰富的读书体验，也会

失去吸引力。

书店转型“网红”，不能只靠“颜值”，应通过创

新经营模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书店，提高实

体书店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书店焕发新的活力。

对于书店的发展来说，光卖书或租书，不可能存在

竞争力和生命力。未来书店的形态将会发生变

化，实体书店应探索出一条以“学术、文化沙龙、电

影、音乐、创意、生活”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

经营模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公共文化平台。9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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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月，新乡市校园足球
再结硕果，从千里之外的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联赛（冠军赛）赛场传来喜
讯——2019年 4月 9日至 16日，全
国校园足球高中女子冠军赛在云南
省泸西县高原训练基地举行。代表
河南出战的新乡市第二中学高中女
子足球队一路披荆斩棘，夺得本次比
赛第五名，刷新了此前新乡高中女足
全国比赛第八名的成绩纪录。

新乡市二中被誉为河南女足的
“球星生产线”。从 2015 年获批全
国校园足球特色校以来，多次获得
省市级比赛冠军，代表河南参加全
国比赛也屡获佳绩。在省校园足球
夏令营活动中，有8人入选河南最佳
阵容，3人入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夏令营总营初中组最佳阵容。学生
李英睿、畅钧岚、茹悦、潘恒格 2019

年入选各年龄组的国家女子青年队
和校园足球国家队；另有 10多人入
选河南省女子青年队。

成绩的取得是依靠学校成熟的
培训系统，现在新乡市二中共有 4
支女足梯队，保持着 150 人左右的
队伍，带动了周边的初中、小学进行
足球训练，真正践行了 1∶3∶6的特
色校示范带动作用。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 4 月
22日从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
管理中心获悉，中国场地自行车联
赛第二站的比赛已于上周在深圳落
幕，河南骑手延续了首站比赛的出
色表现，收获 6金 4银 1铜，这样，加
上首站比赛的 6金 5银 2铜，河南队
两站收获 12枚金牌、9枚银牌、3枚
铜牌，丰收了。

2019 年中国场地自行车联赛
分为两站分站赛和一站总决赛，设
有男、女成年组和男、女青年组四个
组别，每站比赛设有短距离和中长
距离若干项目。第一站、第二站的
比赛仅相隔不到一周，都在深圳龙
岗国际赛车场进行。本次比赛也是
国家自行车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等重
要比赛的“选秀”赛场，所以比赛吸
引了来自全国 20多支代表队的近
500名成年组、青年组男女运动员，
角逐26个项目的奖项。

河南自行车队在成年组和青年
组的比赛中都展现出了很强的战斗
力，马梦露、宋超睿、郭裕芳等女将

表现出色、摘金夺银，张成、刘宸睿、
暴天赐等男骑手则在成年组、青年
组比赛中高歌猛进、佳绩连连。最
终，河南队在成年组女子团体追逐
赛、团体竞速赛、500 米计时赛、全
能赛、凯林赛以及成年组男子凯林
赛、青年男子团体竞速赛、麦迪逊
赛、团体追逐赛等项目上均有金牌
入账。两站比赛，河南自行车队用
12块金牌，再次见证了在场地自行
车方面的强项优势。

场地自行车是河南自行车队的
传统强项，队中有多名全运会冠军。
进入 2019年，河南场地自行车升势
不减。1月中旬，河南自行车队女将
郭裕芳、王红身披国家队战袍，出战
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进行的
2019年亚洲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最
终收获1金 2铜，载誉而归。本次场
地自行车联赛，是 2019年全国场地
自行车项目的首场比赛，也是各地检
验冬训成果、锻炼年轻队员的大舞
台，河南自行车队冬训一“出关”就收
获满满，良好势头令人期待。⑥11

4月 17日晚，在体彩大乐透第 19043
期 开 奖 中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城 中 区
6301020019101爆出 1.8亿元巨奖。中奖
彩票为一张1注号码10倍投、合计30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倍投票，单票中奖 1.8亿元。
这个亿元巨奖，距离 4月 13日山东泰安中
出的3亿元巨奖，仅相隔3天！

5天之内爆出2个亿元大奖，体彩大乐
透为何如此给力？

一是奖池水位充足。第 19041期、第
19043期开奖之前，奖池水位均超过60亿元。

二是新规则给力。新规则下，追加投
注后，浮动奖追加奖金可多拿80%，提升了
一、二等奖的奖金成色。在“浮动奖奖金特
别规定”的加持下，一等奖单注奖金保持在
封顶状态，二等奖单注奖金频超百万元。

三是购彩者投注思路灵活。新规则上

市以来，吸引了一批新购彩者加入彩市，也
让老购彩者不断转换购彩思路，增添了大
乐透的活力。其间，小额倍投成为一种常
见的投注方式。第 19043期诞生的 1.8亿
元巨奖，是体彩今年中出的第 2个亿元大
奖，在大乐透亿元大奖排行榜上位列第 8
位。第一位是山东淄博中出的 4.97亿元，
诞生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4 日开奖的第
14090期。 （陈敏）

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排球预赛社会俱乐部组男排B组的
比赛，4月 20日在福建漳州全部结束，河南
队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成功突围，晋级二
青会决赛圈。

本届青运会排球比赛分为体校组和社
会俱乐部组两大组别，参加社会俱乐部组男
排预赛的 18支球队，分别在安徽合肥（A
组）和福建漳州（B组）两个赛区进行比赛，
河南队与安徽队、黑龙江队、江西队、四川
队、吉林队、山东队、福建队、浙江队同在漳
州赛区。河南队首战3∶0战胜黑龙江队，次

战0∶3不敌山东队。关键的第三场，河南队
在先失两局的逆境中，上演绝地反击，实现
惊人逆转，以3∶2战胜四川队。最终，河南
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与排名第一的山东队
以及黑龙江队、四川队共同获得出线资格。

在几乎同时于重庆进行的二青会女排
预赛俱乐部组A组的比赛中，河南队以三个
0∶3，先后不敌广东队、北京队、山东队，未能
获得出线资格。目前，二青会排球预赛男、
女体校组及社会俱乐部组的比赛均已全部
结束，河南两支男排队伍都获得了晋级决赛
圈的门票。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4月 19日，
一场我省武术界的盛事在河南广播
电视台演播厅上演。在河南武术

“改革开放 40年杰出贡献人物”暨
河南武术“年度双评”颁奖活动现
场，来自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中原
武术事业发展的 700余名来宾，共
同见证了这一辉煌时刻。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瑰
宝。河南是华夏文明、国粹武术的发
祥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
群众基础。由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和《少林与太极》杂志社联合主办的

“改革开放40年杰出贡献人物”“年度
十大杰出贡献人物”以及“年度十大
影响力活动”等河南武术系列评选表
彰活动，其宗旨在于通过树标杆、引

潮流，扬正气、提精神，更加有力地普
及和推广少林、太极等武术运动，引
导大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倡导
健康生活和踊跃参与全民健身。

主办方在各地各相关单位推荐
报送的 89位武术典型代表人物中，
遴选出了陈小旺、陈正雷、刘宝山等
59 位候选者通过网络投票最终评
选出了一批 40年来河南武术发展
的优秀代表人物。最终，刘宝山、陈
小旺等 9人被评为河南武术“改革
开放四十年杰出贡献人物”；刘海
超、刘海科、刘海钦、梁少宗以及陈
小星等 30人被评为河南武术“改革
开放四十年突出贡献人物”；2018
年度河南武术十大先进人物和十大
影响力活动也各有归属。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4月 21日，由中国
拳击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拳
击项目（俱乐部组）重庆站的预赛在重庆国
际拳击赛事中心落下帷幕，共有来自全国
20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余名选手参加了
角逐。经过5天的激烈较量，代表河南参赛
的塔沟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有所斩获，侯
思杰获得了男子乙组 52公斤级的冠军，耿
少杰获得男子乙组 63公斤级的亚军，艾文
柯和刘宇则分别获得男子甲组57公斤级第
四名以及男子乙组57公斤级第五名。

据了解，今年有关青运会拳击决赛阶

段的入场券竞争异常激烈，各省拳手必须
要通过各站的预赛比拼才能获得决赛资
格。根据规则，运动员可以报名参加一站
或多站的预赛，并根据每站预赛的成绩获
得相应积分，最终累计两站最好成绩所获
的积分作为个人总积分，至于每站预赛各
级别的冠军则直接获得参加决赛资格（不
许再参加其他站预赛）。最终，所有的预选
赛结束后，除各站的冠军之外，其余拳手则
根据个人总积分按组别、级别进行全国排
名，最终按这个名次顺序来决定谁能获得
决赛的门票。⑥9

中国场地自行车联赛

河南骑手两站收获12金
二青会社会俱乐部组男排预赛

河南队再夺一张决赛圈门票

二青会俱乐部组拳击预赛

河南拳手收获一金一银

大乐透给力：5天内爆俩亿元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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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站预赛，河南自行车队表现不俗。⑥11 本报资料图片

河南武术改革开放40年杰出贡献人物都有谁？

刘宝山等高手均榜上有名！
铿锵玫瑰绽放新乡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