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陆军司令员韩卫国
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公开
信，刷爆了朋友圈。他在信中
写着，无特殊任务时，官兵家
中有大事必须回家。“在父母
生病临终时、在妻子生子临产
时、在孩子升学临考时，只要
没有打仗任务和确实离不开
的特殊任务，都必须及时请假
回家。”

这封提“要求”的信，充满
了人情味，充满了对子弟兵们
的人文关怀。网友们的转发、
点赞，则说明这种“以人为本”
的理念，与人们朴素的情感与
认知相契合，不仅仅局限于
军队中。在岗位工作中兢兢
业业，是责任与义务；做好家
庭里的一分子，也是情感道
德的要求。公事与私事碰撞
在一起，难免会有“冲突”，以
充分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的制
度安排协调公与私，兼顾大
家与小家，符合每一位劳动

者的期待。
每一个身处社会中的人，

通常都有多重身份，这是考虑
问题的现实基础。部队里的战
士，是军营大家庭里的“螺丝
钉”，同时也在家庭关系中有
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类似的情
况，普通的劳动者同样要面
对，“大家”与“小家”需要兼
顾，不可偏废其一。尤其现在，
人口流动常态化，工作地与

“老家”常常不在一处，“大事
回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社
会功能。“有大事必须回家”
这句话，既是对陆军官兵家属
说的，也顺应了普通人的情感
认知，正因为如此，公开信刷
爆了朋友圈。

从制度层面考虑，“有大
事必须回家”更是法律赋予的
权利。1995年正式施行的劳动
法就规定，“劳动者在法定休
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
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

应当依法支付工资。”这条规
定说的是“带薪”问题，前提是
劳动者享有婚丧假。与“95版”
劳动法同时生效的《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更具体到“劳动者
依法享受年休假、探亲假、婚
假、丧假”。尽管过去了二十
多年，相关条文并没有被删
改掉，仍然是有效力的。“以
人为本”、顾及家庭的理念，
更是不容毁弃。甚至考虑到
人伦道德，相关假期的执行
不必死守“底线”，适度宽限
也是值得提倡的。

落到现实层面，情感需要
的满足以及法定权利的实现
往往受到制约，这恰恰是公开
信刷爆朋友圈的重要背景。如
果公与私实现了完美“兼容”，
公开信也不会在普通人的朋
友圈引发如此强烈反响。这里
面原因很多，既反映出劳动者
权益保护不充分的普遍问题，
也有观念上对“公高于私”的

过分强调，当然也包含用人单
位对利益的过度追逐。“大事
回家”被认为是“事儿多”，合
法权益被认为是“恩赐”，这也
难怪“常回家看看”写入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时，该条款被调
侃为“一纸空文”。

眼下，这封广为流传的公
开信，提供了一个反思现实的
机会。众所周知，军队对于国
家、国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军队对组织性纪律性的要求
最为严格，军人的职责更是重于
泰山。如果部队的战士无特殊任
务时都能“大事必须回家”，普通
企事业等用人单位还有多少理
由不满足劳动者的合理合法权
益呢？那种动辄以“单位重要还
是你家重要”质问劳动者的行
为，是时候画上休止符了。如果
总是需要牺牲劳动者权益来实
现单位利益，不妨反思一下组
织架构和人事安排上的不合
理、不科学之处。

军营之外更该提倡“大事必须回家”

如果部队的战士无特殊任
务时都能“大事必须回家”，普
通企事业等用人单位还有多少
理由不满足劳动者的合理合法
权益呢？那种动辄以“单位重要
还是你家重要”质问劳动者的
行为，是时候画上休止符了。

评论员观察

打掉“保护伞”，黑恶势力才无处藏身

日前，广东省纪委官网
“南粤清风”发文，披露清远
市公安局清城区分局个别领
导干部、民警充当涉黑组织

“保护伞”问题的调查过程。
目前，29名公安民警受到党纪
政纪处理，其中3人被判刑。

此案可谓依法严惩黑恶
势力犯罪的样本。在罗氏兄
弟涉黑组织的发展壮大过程
中，当地一些民警和公安领
导干部充当了可耻的“保护
伞”，他们不仅直接参与赌场
赌博，还伪造现场勘查记录，
对刑案降格处理、有案不立。
正是因为个别警察的滥权行
为，这个涉黑组织才能长期
为非作歹、为害一方。从此案
的处理也可以看出，只有彻
底 打 掉 黑 恶 势 力 的“ 保 护
伞”，才能真正还群众朗朗乾

坤。
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违

法犯罪主要表现为强拿强
要、欺行霸市、煽动滋事、残
害无辜，这些不法行为不仅
践踏了受害人的人身权、财
产权，还重创了社会安全感，
让群众生活在惶恐之中。对
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
几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
都很重视，屡次予以风暴式
的打击。同时也应看到，一些
地方的黑恶势力屡打不绝，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黑恶势力
已经渗透到基层政权，一些
地方基层干部与黑恶势力相
互勾结，成为黑恶势力的“保
护伞”。不打掉这些“保护
伞”，就不可能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蔓延的土壤。

如果只是面对强拿强
要、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在
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
天，绝大多数人都会以法律
为武器，勇敢地站出来，维护

自身的权益。一些人想横行
乡里其实并不可怕，让人绝
望的是权力腐败、法治不彰。
比如罗氏兄弟涉黑团伙以暴
力追讨赌债案发，横荷派出
所排查发现作案嫌疑人后呈
请办理刑事拘留手续，但是
相关民警在审批时，无视证
人指证、辨认笔录、现场监控
录像及法医鉴定等事实和证
据，直接拒绝批准。基层权力
染黑涉黑，不断变异，使得受
害群众逐渐丧失对法律的信
仰、对政府的信任。

对基层治理中暴露的这
些问题，中央层面不仅认识
到了严重性，也下了决心予
以处理。今年年初召开的十
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把
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
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
的“保护伞”。日前发出的《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通知》也明确要求，把扫黑除

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
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

“保护伞”。所以，这次的扫黑
除恶绝不是“锯箭疗伤”式的
打击，一定会更加重视综合
治理和源头治理，被扫掉的
不仅是黑恶势力，还有在背
后为黑恶势力撑腰助威的腐
败分子。

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
和“保护伞”相互勾结，使黑
社会性质组织合法化，甚至
把持基层政权，以更加隐蔽
的方式使用“软”暴力。虽然
赤裸裸的黑恶势力活动越来
越少，但是黑恶势力因为有
了权力的“保护”，其危害并
没有减少。新形势也对扫黑
除恶提出了新要求，不仅要
扫掉市面上常见的黑恶，还
要乘胜追击，直捣黑恶势力
的藏身处和庇护所。只要司
法机关坚持“打早打小、除恶
务尽”，可以想见，将有更多
的“苍蝇”被打中。

“婚补”别沦为定点消费的托儿

扇贝虽已出走
监管不可缺位

近日，上市公司獐子岛在年报
里声称自家扇贝又“跑”了。面对这
样的预报，投资者只有苦笑的份。
因为扇贝绝收的后果很严重，这导
致獐子岛大幅调整2017年业绩预
告，修正后预亏5 . 3亿元至7 . 2亿元。
而在第三季度报中，该公司预计本
年度净利润可达0.9亿至1.1亿元。问
题还在于，类似扇贝跑了的故事，
该公司在2014年就上演过一回。

业绩变脸，这在A股市场本不
少见，但变得这么快，变动幅度这
么大，却不常见。海洋养殖也确实
存在天灾等不可控因素，蹊跷的
是，每次扇贝跑之前，该公司都
发生股东减持等事宜。就说这
次，去年8月獐子岛刚披露了一份
靓丽的半年报，随后该公司董高
监及核心骨干员工入股的一只
基金就公告了减持计划，而在该
基金减持套现后不久，就发生了
上述业绩预亏。

上市公司业绩预报利好与
业绩实亏（预亏）之间存在着资
本炒作空间。一般来讲，年报预
增的股票会吸引新资金进入，而
如果股东借机减持，到时业绩发
布不如预期的话，很多投资者就
可能被套牢。就这点来讲，在信
息披露、减持规定等方面还存在
健全与完善的空间。

业务有赚就有亏，不可能一家
公司永远赚钱，也不能指望所有
上市公司都是优质股，问题在
于，有些公司业绩变脸实在太
快，股价暴涨暴跌背后原因蹊
跷，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及时发现
苗头，及时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时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

一个治理良好的资本市场，应
该是有进有退，既要吸引优质公司
进来，也要坚决让垃圾公司退出。
眼下，一些成长良好的公司，受各
种上市条件所限，难以在A股上
市，纷纷出奔海外资本市场，而一
些每年靠卖房保壳、毫无实际业绩
的公司，却得不到及时退市，这也
极易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信心。

“扇贝又跑了”视频看似一个段子，
其实蕴含着投资者对更完善市场
监管的期待。看到这一点，才不会
让人只有苦笑而又无可奈何。(摘
自《钱江晚报》，作者魏英杰)

□何勇海

每一克黄金补贴3元、一辆
私家车补贴500元、拍婚纱照可
报销全部花费的5%……日前，
山西省新婚夫妇结婚一年内可
免费领取婚姻消费补贴的消
息，引发广泛关注。太原作为全
国首个婚姻消费补贴试点城
市，自去年6月起试点，至今已
有1000余对新婚青年申请到补
贴。补贴资金来自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婚姻消费补贴专项基
金，这也是我国首个以新婚人
群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益基
金。

此前，有网友认为太原此
举纯属“官方催婚”，“是在催大
龄单身青年结婚”。实际上，该
公益基金的相关负责人解释
说，掌管婚补基金的是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简称“中社联”）
下设的二级机构，中社联虽属民
政部直属主管，但婚补基金采用
的是公司捐赠的形式，不涉及财
政拨款，“不涉及催婚问题，也不
代表官方意见”，只是想通过企
业捐助、免费补贴等措施，帮新
人省钱，关爱婚姻家庭，促进婚
姻家庭健康和谐发展。这样的初
衷听上去似乎没错，毕竟，结婚
成本高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困
扰着不少新人。

然而，笔者还是从婚姻消
费补贴中咂摸出一种异样与别
扭的味道。因为该公益基金圈
定的补贴对象为：领取结婚证
一年之内、在基金确认的定点
单位消费的新婚夫妇。对于想
要申领这一补贴的新人来说，
时效性是没问题的，领证后一
年之内都行；最关键的条件是，
新人要在基金确认的定点单位
消费，这就有捆绑消费之嫌。婚
姻消费补贴范围包括婚纱摄

影、婚宴酒店、婚礼庆典、婚房
装修、蜜月旅行、家用电器，乃
至汽车购买、孕婴产品、月子中
心等，那么，新人的定点消费是
不是需要“一条龙式”的定点？

要我看，婚姻消费补贴不
过是定点消费的托儿，所谓的
补贴不过是诱饵。这些年，定点
消费很是流行，看病有定点医
院，旅游购物有定点商家，公务
接待有定点饭店，就连一些地
方的新人带上照片去民政部门
办理结婚登记，也被要求须到
定点的照相馆拍照——— 据说这
样的照片才有统一格式、统一
背景。正在太原实施的婚姻消
费补贴在让百姓得实惠之余，
恐怕也在为商家拉生意。

借公益之名为商家拉生
意，或许还不是问题的要害。定
点消费商家，往往并非消费者
能放心满意地消费的商家，人
们之所以讨厌被强制定点消
费，不光在于消费不自由，更在

于消费不透明、服务不理想、收
费还偏高。想要申请婚补的新
人在婚姻消费被定点后，会不
会面临商家先涨价、基金再补
贴的消费处境？比如，一辆私家
车补贴500元，事实上，对于一辆
十多万、数十万的私家车，不少
4S店对购车者是可以优惠数千
上万元的，这样的优惠是不是
进了基金的口袋？

面对逐年上涨的结婚消
费，新人们确实需要甚至是渴
盼补贴到真金白银，享受到实
惠。但是，这样的补贴不能意在
帮助结婚产业链上的商家刺激
消费，玩先消费后返现、先涨价
后补贴等把戏，最好将公共福
利、公益事业与商业运作完全
隔离开来。否则，注定行之不
远。至于目前正在实施的补贴
行为，也应当受到直属主管部
门足够的监管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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