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机场里的神秘职业，守护净空安
全｜三工视频·新360行之机场驱鸟员》

47 岁的曲伟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飞行区管理部的

一名驱鸟员，他的工作就是防范鸟类撞击飞机，为每一架

飞机的安全起降保驾护航。从人工驱鸟，到驱鸟弹驱鸟、

雷达驱鸟，如今的驱鸟技术有了很大提升。“鸟类是驱鸟

员的天敌，我们都算是半个鸟类专家。”曲伟说，沈阳的鸟

类品种、迁徙季节，还有它们的生活习性，飞行特点等，驱

鸟员都要很熟悉。 （本报记者 王伟伟 通讯员 陈松）

神秘职业守护净空安全神秘职业守护净空安全

高温津贴发放“五不能”高温津贴发放“五不能”

发放高温津贴有“五个不能”，你了解吗？第一，高温

津贴不能想不发就不发；第二，不能以免费降温饮料替代

高温津贴；第三，不能因缩减工时扣除高温津贴；第四，不

能不给非正式员工发高温津贴；第五，不能在最低工资里

包含高温津贴。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哪些？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李逸萌 雷宇翔 史宏宇 ）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工小妹：高温津贴发放“五不能”，
纯干货！》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工小妹：高温津贴发放“五不能”，
纯干货！》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上班不戴口
罩被开除，冤吗？》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上班不戴口
罩被开除，冤吗？》

郑师傅是一名公交车司机，2020年 1月，郑师傅因驾

驶公交车时未戴口罩且有乘客没戴口罩他也没阻止，遭到

乘客投诉，公交公司决定开除郑师傅。郑师傅向法院提起

诉讼，法院不予支持。律师指出，针对特殊岗位如医疗人

员、公共交通从业人员等接触人流量大的特殊岗位，在疫

情防控期间佩戴口罩，属于岗位特殊要求，劳动者应当遵

守规定佩戴口罩。（本报记者 周倩 卢越 窦菲涛 白至洁）

这些电影，长春取景这些电影，长春取景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原来这些电影都是在长春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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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公交车不戴口罩被开除，冤吗？

《一代宗师》中的壮美雪景、《末代皇帝》中的伪满

皇宫博物馆……你是否了解，很多经典电影其实都在

长春取过景。作为新中国电影工业的摇篮，电影基因

融入了长春的血脉，很多经典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

的。在众多影像记录中，这座城市的工业风貌与人文

气息以不同视角呈现出来。一起来看看那些在长春取

景的经典电影吧！ （本报记者 彭冰 柳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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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晚报》报道，近年来，不少地方博物馆讲
解员讲解水平不一,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大量未
经考证的“秘闻”“传说”。近日，北京市文物局发布
指导意见，要求讲解服务人员需经过考核、培训，“戏
说历史”等不文明讲解行为将被叫停。

游客对博物馆讲解需求的增多，是文博业发展
的驱动力。深入浅出、古今贯通的讲解，不仅可以让
厚重的历史变得活泼、接地气，也可以成为文博机构
的竞争力之一。吸引观众的方式当然可以多点花
样，但传播历史知识是有门槛的，真实性是一个基本
要求，讲解不能胡说。博物馆承担着社会教育功能，
让历史和文物“活起来”进而滋养公众，不仅考验讲
解员们对历史文化知识了解、掌握运用的水平，也对
文博机构的讲解员准入、讲解词审核等机制提出了
更高要求。厚重的历史，应当在敬畏中传承。

赵春青/图 嘉湖/文

这个夏天，酷暑难耐，不少人都领教了

“历史性高温”的威力，也为如此环境下工作

的劳动者心忧。很多人通过媒体报道了解

到，有的劳动者因热射病送医甚至死亡，“热

死人”真不是一句玩笑。高温下劳动者健康

的相关话题频频冲上社交平台的热搜。

热射病，通俗来讲就是重症中暑，会引

发多器官系统损伤。专家介绍，据现有数据

统计，热射病的死亡率较高。也就是说，热

射病是一种高危疾病，一旦患上便有很大概

率的性命之忧。那些在高温天气下仍需坚

守岗位的建筑工人、电力工人、环卫工人、外

卖快递小哥等，可谓这种疾病的高危人群。

如何给高温下的劳动者撑起一把牢牢

的、大大的“遮阳伞”？如何防范劳动者罹患

热射病？防暑降温措施如何与时俱进？无论

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还是出于对安全生产、

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

事实上，对高温作业劳动者给予劳动保

护、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并不缺乏制度依据。

2012 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

卫生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制定了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1960 年发布的

《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同时废止），该办法

对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高温保护职责、应当

采取的防暑降温措施，高温作业劳动者享有

的权益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然而，对这一办法的落实，不同地方、不

同企业参差不齐。有的企业没把规定当回

事，对相关措施未予执行，以至于有些高温作

业劳动者不知高温津贴为何物；有的企业搞

变通、打折扣，用防暑降温饮料及用品代替高

温津贴；不少地方高温津贴标准长期不调整，

“一天几元钱，买水都不够”等屡屡引发热议。

无论是落实中的尴尬，还是现实中的高

温，都对防暑降温举措更切实的执行提出了

要求。不久前，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多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

益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劳动

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户外工作时间，尽量避开

酷热时段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和

轮换班次，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

媒体报道显示，各地正多措并举落实各

项防暑降温措施，呵护酷暑中的劳动者。有

的地方在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职工之家等

地设置“纳凉驿站”，为外卖骑手提供多种免

费服务；有的企业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施工避

开一天中最高温的时段，加密医护人员现场

高温巡诊频次；有的地方监管部门公布举报

投诉电话，加大对重点单位的检查力度，要求

新业态企业向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发放高温津贴，等等。还有一些社会力量参

与其中，如纳凉公交、“爱心补给站”、沿街商

铺邀劳动者进店休息等，都对职能部门的努

力形成了补充，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高温炙烤是对一些劳动者身心的挑战，

也是对各地防暑降温工作、劳动者权益保护

的考验。现在的努力是为以后积累更多行

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为高温作业劳动者搭

建起更立体、精细的保护机制和模式，让每

一位劳动者都能健康工作、平安度夏。

某种角度上，这也是一项社会工程，需

要方方面面的担当与作为。比如，用人单位

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劳动安全

保护措施、防暑降温措施；职能部门要加强

执法检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促进相关保

障落实落细，推动相关制度与时俱进；工会

组织要积极履行劳动保护监督职能，指导、

督促用人单位全面改善劳动条件，积极拓展

“司机之家”、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帮

扶（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功能，给户外劳动

者提供更多避暑场所和服务，代表劳动者就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事项与用人单位进行平

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高温天气劳动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等等。

把高温作业劳动者的“遮阳伞”撑稳撑

实，为他们提供更给力的保护，不仅关乎劳

动者的权益与尊严，也关乎我们这个国家对

劳动的崇尚、对劳动者的尊重，关乎整个社

会的共同利益。这份“清凉”，十分必要。

高温下，把劳动者的“遮阳伞”撑稳撑实
本报评论员 林琳

把高温作业劳动者的“遮阳
伞”撑稳撑实，为他们提供更给力
的保护，不仅关乎劳动者的权益与
尊严，也关乎我们这个国家对劳动
的崇尚、对劳动者的尊重，关乎整
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份“清凉”，
十分必要。

解说≠胡说

谨防创新平台成“表演戏台”

图 说G

戴先任

据 8月 16日《都市快报》报道，今年夏天，

矿坑避暑在社交平台成为一种新时尚，在这

些平台搜索“矿坑避暑”，就能看到博主们

“安利”的各地矿坑。博主们不仅在矿坑前

拍照、露营，而且会走进矿坑探险。精美绝

伦的大片搭配矿洞探险、矿洞露营等关键

词，很容易让人心向往之。

“废弃矿洞避暑”“地下世界探险”，这些

吸睛的关键词确实可以引来不少游客的关

注，也刺激着他们的探险欲与好奇心。于

是，一些废弃矿洞成了游客争相前往的网红

打卡地。

然而，看起来很美的废弃矿洞极有可能

暗藏风险，别有洞天更可能意味着有别样危

险。比如，早在 2009 年，浙江杭州就发生过

一惨剧，一对父子在游览当地一处景点时，

进入了非游览区的一个废弃钨矿洞，结果坠

入矿洞里 30多米深的竖井中遇难。

多数矿洞内部结构复杂，很难被全面掌

握，也因此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同时，矿

洞里往往有向下开采的竖井，不仅深而且容

易发生塌方，安全隐患较大，一旦发生意外

救援也十分困难。可见，废弃矿洞很有可能

是潜在的“安全黑洞”“致命黑洞”。

这不由让人联想到近期发生在四川彭州

龙漕沟的山洪事件。时下，一些游客喜欢“不

走寻常路”，总想寻访未经开发的、原汁原味

的大自然，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寻未知的世

界。但探险不是冒险，寻求刺激不能罔顾安

危，更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危害公共安全。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对游客个人来

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安全防范意识，要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应该对大自然有基本

的敬畏之心，自觉远离危险。

社交平台也需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要对

各种种草笔记、推荐视频加强审核力度，要

审慎推介未开发景区、废弃矿洞之类的打卡

点，同时须做好风险提示，尽好安全提醒义

务。相关地方和景区管理方要加强管理，对

景区内未开发、开放区域等，要加派人手巡

查、防范，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废弃矿洞，

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当然，如果可能，有关地方和部门不妨

顺应游客的“探险”需求，对有条件发展为景

点的废弃矿洞进行综合安全评估、生态治

理，待消除安全隐患后，将其打造成新的旅

游资源。如此既能满足游客们寻幽探胜的

旅游消费需求，又能将环境治理与人文景观

结合起来，让废弃矿洞变景区，让别样危险

变成“别有洞天”。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范

例——鄂西北山区的尧治河村就利用废弃

矿洞建成了“神化故事”景区。可见，因地制

宜，疏堵结合之下，废弃矿洞也有可能焕发

新生。

打卡废弃矿洞实为危险之旅

叶金福

据 8 月 16 日《楚天都市报》报道，近

日湖南张家界发布的《张家界市旅游市

场秩序管理条例》拟规定，旅游团队购物

经营者不得组织开展包厢式购物活动，

消费者在旅游团队购物场所购买商品，

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30 日内无理由

退货，但鲜活易腐的商品除外。

人们外出旅游不仅仅是游山玩水、欣

赏美景，也会在景区里购买各种当地的文

旅产品，如土特产、纪念品等。但景区里的

这些商品质量上往往参差不齐，商家也多

有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欺诈、宰客行为。

同时，较长时间以来，旅游消费欺

诈、强制购物等行业乱象饱受诟病，尤其

是一些旅行社打着“低价游”“0 元团”的

幌子诱骗游客参团，最后“低价游”“0 元

团”统统变成了“购物游”，许多游客被强

制购物，甚至遭到人身威胁。对此，不少

游客选择自认倒霉，放弃维权。这些频

发的旅游消费乱象，不仅让游客的旅游

体验大受影响，而且严重损害了景区及

地方的整体形象，不利于当地旅游市场

的长远发展。

按照此番张家界提出的30天无理由

退货的要求，游客即使被无良导游强制购

物，或遭遇欺诈、挨宰，也可以通过30天无

理由退货的方式，让自身的权益得到保护，

若如此，一些无良导游的强制购物等惯用

伎俩就再难得逞。这既是对游客的保护，

也是对当地旅游行业、商家诚信经营的约

束，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城市形象的加分。

推行 30天无理由退货，也是优化旅

游环境、提升旅游品质的一种必要之

举。随着旅游市场的细分，游客对于个

性化、品质化旅游的需求越来越高，旅游

行业理应顺势而为。

当然，30 天无理由退货并不意味着

游客可以滥用这项权利。如果游客有违

诚实信用原则，或恶意退货的行为，商家

也有相应的救济渠道和方式。

进而言之，如此规定对各地旅游市

场的发展和规范也有一定启发意义，相

关地方的工作应多一些游客视角和换位

思考，努力为游客营造安全购、放心购的

旅游消费环境，让游客消费无忧、旅游无

忧，促进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带动当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30天无理由退货
是对旅游市场的“加分”

曹川

近年来，煤炭企业各类劳模工作室、创新

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平台在一定

程度上为煤炭企业培养技术人才、解决技术

瓶颈、攻克技术难题提供了保障。但也有煤

炭企业创新平台打着创新口号，无创新之实，

甚至逐渐变成供同行学习、领导参观的“表演

戏台”。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矿山开采的深度

融合，煤炭行业迈入了信息化、智能化的快车

道，煤炭企业搭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高速列

车。新形势对煤炭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质

量、技术能力、人才实力等均提出了更高层次

的要求。煤炭企业成立各类创新平台是顺应

发展大势的正确选择。

实践证明，不少煤炭企业抓住了这个有

利时机，有效发挥了平台作用。有的企业在

创新平台汇聚技能人才，为更多有想法、善思

考、能创新的职工提供了一个发挥作用的舞

台；有的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和高校、科研院

所共同培养人才，合作突破技术瓶颈；有的以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带动整个企业的创新创

效氛围……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煤炭企业创新平台

仍存一些弊病——有的在创新工作室建设之

初很费心，但时间一长就松懈了；有的在资金

投入上有所不足，一个创新平台仅保留几间

屋、几台电脑而已；有的研究方向不切实际、

创效成果不佳，工作室资源利用率较低；有的

虽然一时风生水起，但缺乏人才接续……

煤炭企业搭建的创新平台，是解决内部

技术难题、提高人才队伍综合实力、凝聚创新

动能的重要载体。要用好、用活创新平台，实

现创新平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顶层设计入

手，以人才为内生动力，强化制度建设，完善

激励机制，完成成果转化。

一方面，创新人员是创新平台发展的核

心要素。从创新平台现状来看，相关人员多

为兼职，在承担职工创新工作室等各项职责

的同时，承担着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本职

工作，由此便可能导致精力不足，对创新项

目的可投入时间较少。要加强创新平台人

才队伍建设，打造人才蓄水池，企业应积极

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联合创新

工作，探索高技能人才作为领军人物专责负

责机制。

另一方面，创新平台需要较大的人力、物

力投入，决定创新项目成果产出的影响因素

较多、不确定性较大，其运转需要企业内多个

部门协调配合。因此，要完善顶层设计，修订

相应岗位职责，进一步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

分工，建立健全责任体系，确保每年参与创新

工作时间满足创新课题最低要求。同时研讨

设立创新平台项目攻关专项资金，推进创新

项目立项研发。

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是检验创新平

台成功与否的关键。煤炭企业创新平台建

立在满足生产需求、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

争力、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

创新平台实现只有创新与生产、市场的对

接，实现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才

能把技术优势及时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形

成蝴蝶效应，从而为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