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有最
奇葩，只有更奇葩。体重超标扣工
资，可算更奇葩的一个“创举”了。

在采访中，人事部经理首先表
示没有克扣王先生任何工资，但当
王先生反问为什么要每月扣他500
块钱，人事部经理又改口说如果体
重达标了，扣掉的工资会一次性返
回。做贼心虚，自己都不敢承认。
面对事实，又强词夺理。如此人事
管理，羞！羞！羞！

然 而 ，他 不 知 道 ，员 工 胖 与
瘦，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吗？他不
知道劳动者的工资是员工的私有
财产吗？如此粗暴侵犯员工权
益，不是十分冷漠吗？而且还是
违法的吗？

郑州市高新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的管坤平说：“下一步我们会
介入，对全公司的用工进行一个调
查。如果涉及违法我们会依法查
处。”介入是应该的，不过这个介入
晚了一些，2019 年的违规制度，现
在都将近三年了还没监管出来，只
能说明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
太被动了。

笔者期盼，劳动保障部门在介
入的同时，要深刻反思，加大平时
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把这种侵犯劳
动者权益的企业制度消灭在萌芽
状态。的确，只有主动出手，才能
让企业有敬畏，才能让劳动者权益
得到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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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职业技能水平
亟须“技能大赛”

□钱夙伟

“关闭朋友圈广告”，岂能比登天还难
□郝冬梅

微
话题

【议论纷纷】

别让“海量喝播”点燃了斗酒陋习
□罗志华

观点
1+1

体重超标扣工资

【本期话题】

【下期话题】

如此关心太虚伪
□钱夙伟

对此“创举”早该查
□殷建光

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再次证
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14亿人民
迸发出改变命运的创造伟力，激
发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就没
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
到达不了的幸福彼岸。

——新华社：《读懂脱贫攻坚
精神就读懂了中国》

从长远来看，广东省的先行
先试，是以制度化的方式破解新
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的一个新开端。这将为相关领域
的制度创新积累经验，促进全社
会关注网络平台改善用工方式、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

——中国经济网：《工伤保险
为新职业“托底”》

近日，特斯拉车内摄像头拍
摄高清画面再度引发舆论热议。
车内安装摄像头或许客观上在保
证驾驶人和车辆安全等方面可以
带来不少便利，但无论是什么程
度的便利，都绝不能以随意让渡
个人隐私和信息为代价。

——新华网：《车内隐私不是
你想采，就能采！》

与其在乡村游上禁止采摘农
产品，不如满足游客心理需求，把
采摘乡村农产品开发利用起来，
以此来带动乡村其他旅游项目。
这不仅有利于放开搞活乡村旅游市
场，而且还有利于乡村振兴发展。

——东方网：《游客私自采香
椿要不要赔偿？》

@光明东方 我认为转型升级
是实体书店实现逆袭的法宝之一，
把单一图书卖场改造升级为选品
精准、空间优美、格调高雅的城市阅
读空间，从而吸引了大批城市白领
和“Z世代”青年重返消费。

@有话要说 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书店面临的新问题仍要正视：
如网红书店如何将流量转换为真
实的阅读量和销售额？如何提供
高质量、更具黏性的深度服务，开创
更多差异化经营模式？等等。

王先生是郑州盛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秩序主管，一直以自己“高
大壮”为骄傲。但是在2019年10月
9日，公司突然下发《关于开展员工
体型达标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
王先生的体重需要达到150斤才算
合格，但他现在有200多斤，因此每
个月公司都要扣他 500 块钱，从
2019 年 11 月到现在已经扣了 1 万
多块钱了。

此事引发网友激烈讨论，有网
友认为该公司的做法令人不可接
受。确实，工资作为员工的合法收
入，受到法律保护，和身体的胖瘦毫
无关系。企业出台相关的管理措
施，要在法治的范围之内。以“扣
工资”的捆绑来“强制减肥”，且不说
简单粗暴，也明显侵犯了员工的合
法权益，有违法之嫌。

有一部分网友则认为，该公司
下发通知的出发点是为了员工的身
体着想。但是否真是如此，实在让
人怀疑。如果真是关心职工，就首
先要尊重职工，要让职工的生活不
受到任何的影响。实际上，每月扣
500 块钱，生活质量有可能因此下
降，也不利于减肥。如果说这是“关
心”，那就是虚伪的关心。

其实，要求“胖员工”减肥确实
也有先例，但并不是以“扣工资”的
捆绑来“强制减肥”，而是以“有奖减
肥”来激励。让员工认识“谁对自己
的身体不负责，就是对公司不负
责”。以这样的目的出发，要求员工
减肥，洋溢着人性温暖，才是真正

“为了员工的身体着想”。

河南郑州的一位王先生两年时
间内被公司扣了1万多元工资，每
个月被扣了 500 块，不是因为他
工作表现不好，仅仅是因为他体重
超了标！ （4月7日《潇湘晨报》）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人社部
日前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
知》，明确今年将组织开展10项
一类职业技能大赛、77项二类职
业技能竞赛，涉及 224 个职业
（工种）。同时，还将开展全国新
职业技能大赛等专项赛事。

（4月7日《工人日报》）

新职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的，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的
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
的专业、技能要求的职业。近些
年，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得到广
泛运用，传统的“三百六十行”之
外的新职业从业者大批涌现，也
因此新职业的“新”其实也是相对
而言。按以前的眼光让人不可想

象的新职业，现在其实已经是现
实中的刚需职业。

新职业中有许多是独立就
业的“自由职业”。以往人们习
惯于被企业单位或社会机构雇
用，而如今一些新生代求职者就
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
喜欢上班打卡、固定的工作场所
和规定的工作时长以及公司的
科层制管理，更愿意投身新兴职
业，这折射出青年一代就业观之
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催生了
越来越多新职业的涌现。

而这也让新职业面对一个
迫切的问题，即技能的提升。和
所有职业一样，技能都需要精益
求精，而只有刻苦钻研和勤学苦
练，技能才能不断提升。这需要
营造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的
浓厚氛围，其中包括技能比赛这
样切磋、比拼的平台，来推动技

能的提升。然而，当相对于新职
业的“老职业”，由企业到地方乃
至全国，各个层次都有定期不定
期的技能比赛，由于新职业以

“自由职业”居多，技能比赛的组
织机制还并不健全和完善，一定
程度上也制约了技能比赛的开
展。现在人社部明确今年将分
类别组织职业技能竞赛，还将开
展全国新职业技能大赛等专项
赛事，确实是非常及时和必要。

据悉，2021年全国新职业技
能竞赛将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
想”为主题，实现以赛促学、以赛
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为全
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期待

“技能大赛”激励新职业的从业者
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在新
职业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也让新
职业涌现出更多的技术能手。

微信朋友圈总推送一些广
告，即使点了“不感兴趣”，过段
时间还是会出现……不少微信
用户质疑：是不是自己的后台信
息泄露了？记者调查发现：腾讯
已提供了个性化广告推荐的关
闭功能，但操作有点复杂，需要9
步才能完成。有用户感叹：这个
设置隐藏得太深了！

（4月7日《北京晚报》）

首先，需要对“朋友圈广告
关闭功能”的推出说声“谢谢”。
毕竟，微信平台给了我们一个

“关闭广告”的选择。这与其他
一些平台“无法关闭广告推送”
相比较来说，确实是一种进步。
但是，对于这种犹如“西天取经
路”的关闭模式，笔者还是有话
要说的。“关闭朋友圈广告”不该
比登天还难！

如此“复杂的关闭程序”，给

“自我选择”设置了障碍，要想关
闭不感兴趣的内容，需要进行 9
个步骤的操作。别说是对于数
字鸿沟面前的老年人了，即便是
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比较复杂
的。更何况还有很多老年用户，
他们想关闭不感兴趣的广告推
送，就更是“难于上青天”了。

真心为用户考虑，就应该考
虑用户的感受，就应该考虑用户
的权益，就应该在“关闭朋友圈
广告”的功能上，实现更加简单
明了的关闭模式。既然用户想
关闭广告推送功能，就说明他们
对于这些“推送的广告”是不感
兴趣的，甚至是十分厌恶的。即
便你推送了，也不会有什么效
果，只能是骚扰。那就应该实现

“一键关闭”，而不应该设置复杂
的程序。如此复杂，难道是想让
大家“知难而退”！

对于运营商来说，想借助

“广告推送”实现商业利益最大
化，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赚钱也需要守住底线！“朋友
圈广告推送”还暴露出另外一
个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依靠收
集用户喜好而推送的广告，是
不是涉及了隐私侵犯和过度收
集信息？

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即便点
击了“不感兴趣”过不了多久，

“不感兴趣的内容”再次被“强
力推送”。比如，“关闭功能”提
供的“关闭服务”只是 6 个月的
时间，过了 6 个月就再次推送。
人家都“不感兴趣”了，你还6个
月之后再推送，不是浪费了大
家的宝贵时间吗？！可以说既
害人还害己。

“关闭朋友圈广告”，岂能
比登天还难！看来，复杂的“关
闭朋友圈广告”没有把用户当
朋友。

经历了多家媒体的点名批
评后，许多以“大胃王”为卖点的
吃播博主已经有所收敛。但一
种以喝酒为主题的“海量喝播视
频”又冒出了头。有博主甚至一
口气喝下一大瓶白酒，让人看着
都觉得肝疼。专家表示，相比于
吃播，喝酒的成瘾性和危害更
大，用这种方式来赚流量，无异
于“拿命换钱”。

（4月7日《华西都市报》）

从表面上看，喝播是吃播的
一种变通。吃播因浪费粮食而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大胃王”们
不能再如过去那样暴殄天物，但
喝播并没有受到如此关注。部
分视频主播们于是将胡吃改成
海喝，如此照样可以赚取流量并
获得可观的利益。主播不愿意
放弃这个生财之道，他们见风使
舵，喝播随吃播之后出现就不足
为奇。

但仔细对比两者的危害，则
可发现，喝播还是吃播的一种升
级。摄入大量食物，短期内对于

胃和胰腺造成巨大压力，轻则损
害胃肠功能，重则导致急性胰腺
炎等严重后果，长期则可导致血
糖、血脂、血压升高，并导致其他
疾病。喝播除了上述影响之外，
酒精对于胃和肝脏等脏器可形
成巨大危害，导致酒精性肝病等
更为严重的疾病。此外，喝酒还
能够成瘾，酒精类饮料还被列入
一类致癌物，饮酒的长期危害更
不容低估。喝播倡导喝酒，相当
于在倡导自损健康。

还要看到，喝播比吃播的受
众更多，影响面更广。无论是线
下还是线上，酒精都具有渲染气
氛、点燃激情的作用。民间有无
酒不成席的说法，一桌人只吃菜
不喝酒，气氛难以调动。有了酒
则就不同，几杯酒下肚，一桌人
往往就会情绪高涨。吃播从单
纯吃变成了喝酒，相当于饭局从
无酒变成有酒。因为有酒，更容
易调动情绪、引来围观。

更值得警惕的是，“海量喝
播”称得上是斗酒陋习的“互联
网+”，具有点燃斗酒陋习并将之

四处扩散的作用。以能喝为荣，
认为少喝者缺乏豪情与诚意，在
酒桌上一比高下且希望能够灌
倒对方，喜欢看他人醉后的丑态
等，是好酒者的普遍心态。在现
实生活中，喝酒要相约，斗酒有
成本，再加上这些年来移风易
俗，斗酒陋习受到抑制。但喝播
的出现与普及，将使斗酒陋习有
了新阵地，并且喝播发起的喝酒
挑战，更是将这一陋习直接照搬
到了网上。

吃播变身喝播，对于治理直
播乱象是一种提醒。流量连着
利益，过去走红的吃播们不会轻
易放弃这块蛋糕，在治理直播乱
象时，需要对任何变通甚至升级
的方式保持警惕。互联网平台
不仅要尽到监督责任，还要以
更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铺张浪
费。酿酒需要大量粮食作为原
料，吃播浪费粮食，喝播导致的
浪费则有增无减。喝播其实是
一种特殊的吃播，互联网平台不
能一方面让吃播下线，却又允许
喝播现身。

年轻人“嫌弃”制造业
近期，多地制造业企业出现

“招工难”“用工荒”现象。记者走
访广东、浙江等主要用工地了解
到，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复工复
产加速推进，但在不少年轻人中
出现“嫌弃”制造业、“偏爱”服务
业情况。对此现象，你怎么看？

实体书店逆袭
2021中国书店大会近日发

布的《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
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
国有4061家实体书店新开面世，
同比2019年净增2488家。回顾
2020年，电影、演艺等线下文化
消费普遍受疫情冲击严重，相比
之下实体书店数量逆势上扬，增
长数据着实令人惊艳。对此现
象，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