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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不专业岂能让消费者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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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高温津贴”熬成了“绿豆汤”

看起来，这家培训机构“跨界”组织旅行团，没有经验，玩的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消费

者预付了费用，也就让人家攥在了手里。

为何只有网友才发现文联主席诗臭

点点评
湖南耒阳市文联主席熊艾春，近日在当地网站晒了几首诗作，立马遭到网友差评。他

以为是网站诋毁，跑到网站办公室砸电脑，还说“是我砸的，怎么样！我还留个条给你！”结
果连砸电脑的“砸”字都不会写。（7月14日《新湘报》）

□郭元鹏

7月13日入伏当天，很多地方进入
40°C以上的“烧烤模式”。记者梳理发
现，目前全国有27个省区市已出台“高
温津贴”标准，但多地标准数年未涨。
即便如此，许多中小企业的员工、流动
性强的农民工仍领不到“高温津贴”。
有的单位用绿豆、饮料等防暑降温物

资“冲抵”，蒙混过关。（7月14日《成都
商报》）

在笔者看来，是这样几个环节成
了违法的“大厨”，才有了这锅味道怪
异的绿豆汤。

首先，执法就是“发个通知”。人社
部等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按规定
发放高温津贴。而且通知使用的语言
是铿锵有力，是严厉无比。可是，通知
依然还只是通知，并没有多少地方执
行。当执法沦为发通知的时候，给一碗
绿豆汤我们都得谢主隆恩了。

其次，检查就是“走下过场”。当
然，有了通知也不是一点作用也不起

的，各地劳动监察部门也会到下面走
一走的。问题是走一走的时候，有没有
看一看？看一看的时候，有没有查一
查？查一查的时候，有没有动真格？

最后，发放就是“看人下菜”。比如
企业的科研人员、中层干部、技工师
傅，很多人就领到了这个津贴。而一线
汗流浃背的工人却只能喝上一碗廉价
的绿豆汤了。

“高温津贴”缺失或被偷梁换柱克
扣，必须严厉查处。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高温津贴”变成了一碗绿豆汤。
这岂不让《劳动法》成了熬制绿豆汤的
柴火了？

夏熊飞：从媒体与网友爆料的信息
来看，熊主席写诗不是“两三天”了，诗作
也并非一篇两篇，不过水准倒是一如既
往的稳定。缘何这么长的时间里，就没有
人发现其诗臭，最后只有网友给了差评，
没想到还连累了刊登的网站。

难道真只是“高手在民间”？我看
未必。与其说无人发现其诗臭，不如说
是“敢怒不敢言”。其实此类尴尬绝非
孤例与个案，不少贪官在位时喜欢舞
文弄墨，作品也往往获得“一致好评”，
甚至斩获不少奖项，一旦落马，各种扒
坟起底的报道便接踵而至，那些作品
往往就成了一文不值的笑料。

斯涵涵：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熊艾
春有精神方面问题，需要药物控制。这
个回复不算新鲜，一句“有病”似乎就可
将所有质疑屏蔽在外，然而，精神障碍问
题不会突然爆发，而是日积月累早有征
兆，耒阳市有关部门是如何将一个病人
推送到文联领导岗位上的？为何又对其
能力的如潮差评视而不见？

仔细想来，文联主席“怒砸电脑”
也的确是一种病：病在“文联体系之
内”的“创作”积弊，病在“行政文人”的
权力自恋，病在干部遴选机制缺乏公
正透明。既然有病，就当对症下药，千
万不能带病上岗，讳疾忌医。

刘义杰：整个网络围绕着这位文
联主席展开了狂欢，模仿其诗歌进行
调侃的人层出不穷。但笔者以为，这样
的狂欢未免不够理性。因为观看视频
以及其现场的表现，一个正常人很难
会有这样的所作所为。综合这位文联
主席的行为以及相关媒体的报道，他
可能真病了。既然如此，作为旁观者的
网友，应该警惕的就是，如同中青报曹
林所说的，“今天在这个话题上，可能
是一群人跟着一个精神病人在狂欢。”

作为一个严肃话题，议论与探讨应
该理性与客观，才能避免某些人假借着
网友的狂欢而逃避责任。

上午外出途经大明湖路，看到
有关部门摆在路边的几盆荷花变得
残缺不全，花蕾被摘走了，水里漂着
杂物，甚至花盆的箍条也断了几根。
荷花出现在路边本来是为了扮靓城
市，如今却成了玩物，让人看了心里
很不爽。

营造整洁环境需要花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作为城市的一分
子，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呵护。随手摘
走几朵花蕾表面上看不是什么大
事，造成的影响却不小。反映出个别
市民的素质修养存在问题，甚至说
明了我们城市的文明状况有待于提
高。 ——— 读者 陶玉山

□评论员 边良

今年5月，济南市民李女士和女儿
通过一家培训学校报名台湾游学活动，
缴费23000余元。因该机构未提供发票、
收据未盖章等问题，李女士感觉不踏实
并决定退出。她6月份提出申请，直到7月
初才获对方同意，但钱被扣除了30%，理
由是“违约”。李女士认为，双方没签合
同，谈不上违约。记者介入采访后，培训
机构14日表示将退还扣除的费用。（相关
报道见今日A09版）

李女士的遭遇再次告诉我们，一
旦消费者轻易把钱放进商家的腰包

里，就可能会陷入被动。
两万多块钱不是个小数，在培训

机构手里过了一遍就少了30%，当事市
民无法接受，但当时她还是接受了。毕
竟，先把70%的大头儿拿回来再说。

培训机构给出的扣钱理由是“你违
约了”。乍一听，有道理，再一想，不太对。

当初，李女士去给孩子报名学英语，
对方借机推荐游学项目，她就刷卡交钱
准备参与这个活动。为什么如此痛快？李
女士应该是出于对这家机构的信任。

说起来，当事培训机构是顶着“领导
品牌”光环的，在圈子里也算有头有脸。
家长带着孩子来学习，冲的就是品牌信
誉。可是，李女士拿到的刷卡小票上，没
有出现这家培训机构的名字，却蹦出来
一个“济南××家电”。而且，对方所开的
收据既没有培训机构名称，也没有盖章。

太不专业了吧！李女士和她的家
人事后不禁起疑。再联想到赴台游学
这事，连个合同都没签，靠谱吗？

至此，那份信任已在无形之中大
打折扣，作出退出决定也就自然而然。
而当事培训机构接下来的反应，延续
着“不专业”。他们拖了一个月才答应
退钱，但要扣除30%。还真有点雁过拔
毛的意思。

扣除30%这个比例怎么来的？培训
机构推说是与合作旅行社有协议，因
为……所以……就这道理。事实上，旅
行社方面可不是这么说的，至少人家
没有一张嘴就砍掉30%。

看起来，这家培训机构“跨界”组
织旅行团，玩的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如有风险，消费者买单。由于消费者预
付了费用，也就让人家攥在了手里。虽
然最后可能在外力帮助下避免损失，
但搭进去的时间、着的那急该怎么算？

如今所谓的加盟、连锁机构遍地
开花，但总有些人并不爱惜“家族荣
誉”。作为消费者还是谨慎些好，面对

“大品牌”也要三思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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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湖南耒阳市回应文联主
席砸电脑：称系个人行为，正治病。
耒阳市文联相关人士则称，熊艾春
十几天前出现精神障碍。（南方都
市报）

点评：如今出事的官员大多有
病。

新闻：中储粮被爆拖欠安徽定
远上千农户2500多万。（央广）

点评：这难道又是临时工干
的？

新闻：李宁公司3年亏损31亿
元。（证券日报）

点评：一句话：价格太贵。
新闻：宫崎骏批安倍，督促其

承认日本曾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对此，人民日报发文赞其“日本动
画界的良心”。（搜狐）

点评：日本知道历史的人都老
了。

新闻：女子绳拴2名儿童乞讨，
自称亲生，市民担心其拐卖儿童报
警。（华西都市报）

点评：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允
许她这么做。

新闻：成都女孩花10万学“蒙眼
识字”，家长后来才知道，孩子学会
的秘诀竟是要“斜起来，透过眼罩
缝隙看。”（华西都市报）

点评：父母这么低的智商希望
不要影响到孩子。

新闻：河南一公羊既配种又产奶，
专家称可能内分泌失调。（大河报）

点评：羊的内心肯定是崩溃
的。

路边的荷花你别采

请公交安全员
及早上岗

读生活日报7月14日A02版，为
机智勇敢的女司机点赞！面对突发
状况能够冷静处理，真的要给她竖
个大拇指。在为便衣民警和两位公
交司机喝彩的同时，为了更好地保
障公交司机和乘客的安全，公交安
全员有必要及早“上岗”了。

——— 读者：韩艳

你说吧

一家言

孙孙正正超超 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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