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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有保障，更觉“劳动光荣”

28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大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这是
中国继1979年后时隔36年再次对这
一群体进行最高规格的表彰。

在大会上，习近平作了重要讲
话。值得注意的是，讲话中的大部
分内容并不是在谈劳动者该怎样
做，而是在谈整个社会应当给予劳
动者什么。比方说，“建立健全党和
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
者劳动报酬”……这些表述无疑说

明一点，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不
再单纯强调劳动者的奉献，而是更
加注重权益的保障。

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常
用“一穷二白”来描述，那时候的劳
动精神更侧重于强调奉献，从妇孺
皆知的“铁人”王进喜等可见一斑。
毕竟那是一个“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的时代，百废俱兴总要付
出些代价。从那时流传下来的奉献
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劳动者的宝
贵财富，让人感受到“劳动光荣”。

时过境迁，几十年的发展，尤
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
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劳动者感受最大的就是劳动条
件和劳动形式的改变。从1950年至
2010年60年间的山东劳模来看，就
有明显的从“出力流汗型”到“才智
创效型”的转变。在人们的认识中，

劳动者要求得到与付出相对应的
劳动报酬，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了，而休息休假、劳动保障、参与民
主管理等权益，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不久之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就回
应了劳动者的期待。

应该说明的是，在劳动报酬、
劳动权益等方面提要求，并不是否
定劳动者的奉献精神，而是意在构
筑更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劳动
者个体与社会整体实现相互促进。奉
献精神的作用毋庸赘言，但仅仅强调
奉献，却忽视了物质财富等发展成果
的共享，那是不切实际的。试问，没有
让劳动者及其家庭安居的薪水，没
有充分的休假让劳动者不断“充
电”，这样的状态能维持多久呢？

所以，强调给予劳动者体面的
生活，强调让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

的成果，强调包括分配制度、劳动
关系、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改
革，最终的效果只有一个——— 让每
一个劳动者“乐业”。唯有如此，劳
动者有了获得感，对“劳动光荣”的
感知更具体，对劳动的热情才能更
好地被激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
看，弘扬劳动精神，不能脱离对劳
动者权益的保障，其中既包括精神
的，也包括物质的。

现在，劳动者尤其是基层劳动
者所享受到的权益，相对于社会发
展在某些领域有脱节，我们常见有
人讨薪无门，也有人年纪轻轻猝死
在岗位上。如果感觉苦、感觉累、感
觉不值成了一种跨行业的普遍现
象，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极大的风
险。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劳动者在
权益保障方面有真实的“获得感”，
也是在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

在劳动报酬、劳动权益等方面提要求，并不是否定劳动奉献精神，而是意在构筑更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让劳动者在权益保障方面有真实的“获得感”，也是在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

□刘照慧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旅游
又成了备受关注的焦点。不久前，
山东旅游局成功举办“山东旅游
O2O泰山会盟”活动。通过线上线
下互联网结合的方式把线上运营
商与山东能提供线下服务的旅行
社、景区、酒店等连接了起来，通
过产权合作、营销联盟的方式，让
参加会盟的线上线下企业或机构
实现对接、互联、互通乃至互相融
合。

从产业的角度看，这次会盟
是一次旅游O2O的大实践，也是
目的地对接互联网线上平台的一
次创举，算得上是旅游O2O发展
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这次会盟
参与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尤其值得
注意，国旅、中青旅、康辉等80余
家知名旅行社，港中旅、万达、上
海锦江等30多家全国大型旅游投
资集团，携程、去哪儿、阿里旅行、
欣欣、驴妈妈、同程、途牛、蚂峰
窝、美团等20多家全国知名线上
旅游运营商，20多家旅游风险投
资公司、18家知名品牌连锁饭店 ,

与山东的2024家旅行社，783家景
区，848家饭店和众多涉旅企业,在
线上线下进行互通、互动、互联。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算得
上是一场“革命”了。旅游O2O中
的两个O分别代表Online（线上）
和Offline（线下）,中间的数字2在

英文里与单词To（到达）同音。旅
游O2O也就意味着把线上的消费
者带到现实的消费场景中去:在线
制定旅游行程、预订，再到线下去
享受服务。在传统旅游模式中，由
于线上部分的缺失，我们很难了
解目的地的信息，通过报团的方
式也谈不上体验。近些年爆出的
导游为拿回扣不择手段，目的地
宰客没商量，旅游体验糟糕而又
投诉无门，自己通过传统渠道订
酒店、机票、签证繁琐无比，多花
钱玩不痛快等等，都是传统旅游
的痛点。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
脑进入了千家万户，智能手机更
是几乎人手一部。旅游O2O就是
在互联网深入我们日常生活后带
给我们的旅游领域的改变。之前
我们要去旅游，多数人采用的渠
道是通过旅行社去咨询、报团、办
理手续、出游。随着在线旅游公司
的崛起，我们可以在网上查找游
记、攻略，通过线上旅游运营商预
订机票、酒店、门票或者旅行线
路，旅行中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
平台分享，旅行结束后还可以返
回线上平台进行点评、吐槽。这一
闭环过程就是整个旅游O2O的基
本场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这一切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起来也更
容易了。

当然，现在的旅游O2O仍然

处于初级阶段，线上线下的融合
对接远未达到无缝对接的程度。
像携程、艺龙、途牛、去哪儿、同程
等为主要代表的线上公司，确实
能够通过互联网的信息优势和技
术优势迅速聚合大量用户，以庞
大的用户群获得向线下渠道的采
购优势，但不管是线上预订还是
线下预订，都只是渠道的差别，旅
游体验的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最终
的消费场景，终究还在线下。当线
上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做到极
致时，线下服务和产品的真正提
供者很可能就失去了积极性，久
而久之，线下要么消极待客，要么

“揭竿而起”，这次17家旅行社联
名抵制途牛就是明证。

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看做是
旅游O2O发展历程中必然经历的
阵痛，一旦造成线上线下两败俱
伤，直接伤害的肯定是游客体验
及整个行业的健康状况。所以说，
旅游O2O无论怎么发展，都不能
偏离为游客服务这个中心，越是
在线上力量快速扩张的阶段，越
要加强线下的建设，包括完善旅
游城市的基础设施、改变一直以
来门票经济的景区发展模式等，
只有线上线下实现无缝对接，才
是旅游业发展的根本之道。否则
的话，旅游业就成了一条腿走路，
从某个侧面“看上去很美”，但最
终难逃摔倒的结局。（作者为北京
执惠旅游创始人）

“说走就走”的旅游需要两条腿走路

□邓海建

近日，记者走访多位北京高校
青年教师了解到，可望而不可即的
职称晋升、过度倚重科研论文的评
价考核成为热议的话题。（4月29日
新华网）

前一段，传说中的公职人员“离职
潮”，据说肇因之一便是基层公务员

“向上流动”渠道偏窄。事实上，不单单
基层公职人员面临上升空间狭窄的烦
恼，基层教科研工作者，命运也是如
此。职称评审制度被诟病已久，评审黑
幕、论文垃圾、学术泡沫，此类症结几
乎都和学术生态密切相关。

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是：
书教得再好，只要没有论文，也难评
副教授、教授；而即便有了论文，如
果没有名额，论资排辈下去，还是评
不上副教授、教授。中国高校学术生
态之弊业已根深蒂固。

实践层面，一些高校已经在一
定范围内探索改革措施，试图扭转

“重科研、轻教学”局面。然而，这样
的努力尚需顶层设计及早回应。制
度化的学术生态健康有序起来，高
校“职称拥堵”的怪现状才会终结。

高校“职称拥堵”

考问学术生态

大家谈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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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头经济”不可持续

不可否认,“造城运动”有着深
刻的社会背景。随着城市经济和
社会的飞速发展，原有城市的承
载能力达到极限，客观上要求拓
展城市发展空间并寻求新的城市
生长点。而作为必然趋势的城市
化,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
力。但是，一个城市的形成，是长
时间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的
历史积淀，绝非仅靠“拍脑袋”决
策的长官意志和“纸上画画”的规
划就能实现。

在目前的行政周期考核现实
下，“造城运动”不但不用时任主
政者承担实质性的后果，反而可以
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对投资的
过于依赖，使得“造城运动”的诸多
模式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先天不
足的“砖头经济”注定无法带来城
市的持续繁荣，反而在实体经济
发展缓慢、房市不景气的背景下，
陷入种种泥潭难以自拔。

“造城运动”的症结，在于现
有的城市征地制度以及不健全的

金融体系。改变“一本万利”的土
地政策，加强对银行借贷、财政
审批的监管，显得尤为迫切。从
长远来看 ,要遏制地方时不时的

“造城冲动”，还应理顺各级政府
的激励机制，明确其发展目标和
任务。只有切实将提供公共服务
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明确群众
利益的核心，充分发掘城市的内
生增长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取
代市场、以个人喜好推动市容改
造或新区建设等诸多不合理决策
才有望杜绝,“以人为本”才能落到
实处。（摘自《新华每日电讯》，作
者白靖利）

狠治群众身边的

“四风”问题

树倒根在，“四风”问题仍停
留在“不敢”阶段，远没有做到“不
能”，更没有达到“不想”。基层群
众身边的“四风”问题仍然不同程
度存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
面更广、根更深，治理难度更大。

这暴露出一些基层干部执政

理念问题。一方面，一些基层官员
高高在上的思想意识已成惯性，
将“反四风”的禁令当做“耳旁
风”，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基层官
员处于权力的末梢，由于缺乏有
效监督，一些领导干部见缝插针，
在“权力范围”内与民争利。群众
是“四风”问题最直接的感受者，
体会最深。当群众的利益受到侵
害、正当诉求难以表达，心中就会
感到不平，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
系，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作风问题无小事。要根治群
众身边的“四风”问题，一方面，
必须转变作风，立行立改，针对
群众最不满意的“吐槽”，认真对
待。要将群众利益视为重中之
重，不允许拖延塞责，更不许简
单粗暴。另一方面，要发扬基层
民主，强化有效监督，畅通诉求
渠道，健全问责机制，加大公开
力度。“四风”离我们越远，我们
离人民就越近。“五一”、端午将
至，各地各部门应把腰弯下去，认
真梳理整治群众身边“四风”问
题，严防“四风”借节日反弹。(摘自
新华网，作者潘强)

□刘博皓

最高检日前要求，进一步加大
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特别是要严厉
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
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4月29日人民网）
在现实操作中，行贿者往往成

为“漏网之鱼”，很少会受到严厉的
惩罚。量刑偏轻的现实下，行贿者出
于利益驱逐，铤而走险成为一种常
态。应该说，量刑标准过低，具有可
以“赦免”的空间，必然会怂恿行贿
者的犯罪行为，这就是对行贿者有
利的隐性门槛。

其实，囿于受贿者具有“合意”
的特性，必然要求行贿者与受贿者
达成“意思一致”。那么，在处理该类
案件中，行贿者一旦翻脸不认人，将
受贿者的行为全盘托出，就会面临

“法定从轻减轻”情形。如此，在“大
难临头”时，行贿者必然会想到自
保，争取得到宽大处理。不难看出，
若要严厉惩罚“围猎”之人，关键还
是应该从法律源头上进行优化设
计，将对行贿人有利的隐形因素剔
除，对行贿者与受贿者的惩罚，做到
一碗水端平。

惩处“围猎”犯罪

应消除隐性门槛

评论员观察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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