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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井盖下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媒体观点

996”成了招聘标准？

“

社会必须对这种
违法现象说不
□ 半月谈评论员 张婉祎
日前，上海小伙小江称是 2020 应届毕
业生，于 2020 年下半年入职申通快递。该
公司副总监曾要求下属 9 点以后下班，并
表示这是为员工负责。小江由于拒绝无
意义的加班，被告知因试用期不合格被辞
退。上海青浦区仲裁委裁定申通快递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判决其依法支
付赔偿金。而后申通快递提起上诉，目前
该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上述事件是当下职场“996”引发冲突
的一个典型事例，其背后是“996”的日渐
常态化。与以往的“遮遮掩掩”不同，如今
在职场招聘中，一些企业已经将“996”摆
在明处，将其列为招聘标准之一。2021 年
春季招聘已经开始，有许多大学生反映，
面试中均被面试官要求针对“996”制度表
态，能否接受“996”已经成为求职者的必
选项。
那么，当面试官提出了“996”，求职者
是否有底气对其说不？
人 们 应 该 对“996”说 不 ，因 为 其 违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
不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
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
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
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
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
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
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
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
六小时。
按照“996”工作制的时间来计算，员工
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一周工作 6 天，这早
已严重超出国家法定的工作时长，侵犯到
了员工合法利益。
人们应该对“996”说不，因为其严重
伤害身体健康。日前，一名互联网公司
年轻员工深夜下班后猝死引发舆论持续
热议和广泛关注。舆论哗然的背后反映
出此类事件早已触碰到社会痛点，我们
不禁要问：是否熬夜加班就是代表着认
真工作？劳逸结合 、正常上下班就是青
年人懈怠 、消极的表现？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但是奋斗绝
不能以健康为代价。应清醒意识到，
“伪奋斗式”道德绑架、畸形加班等都是
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所提出的伪逻
辑，其结果只会透支员工对工作的责任
心和认同感。
在 这 个 法 治 建 设 深 入 人 心 、权 利 意
识逐渐觉醒的时代，
“ 996”这样一个违法
行为却反复被一些人宣扬传播，甚至开
始成为招聘标准，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
趋势，由此产生的毒化竞争氛围、加重社
会焦虑 、动摇主流价值观等等危害不可
小视。
“996”在职场大行其道，违法成本太
低是主要诱因。对此，只靠劳动者拒绝是
远远不够的。相关劳动监管部门不能保
持沉默，应及时发声，重拳出击，加强行
政执法，严格监管流程，给劳动者维权的
底气。同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
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让违法企业望
而却步。社会各界亦应形成更广泛的共
识：
“ 996”对中国经济有害无益，只有维
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中国经济才能走
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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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张京徽
很多危
险来自于看
不见的地方，
因为看不见，
所以容易被
忽略，
窨井就
是 其 中 之
一。在燃放
烟花爆竹的
过程中，
千万
别让就在我
们脚下的、容
易被忽略的
窨井成为悲
剧的源头。

1 月 10 日下午 5 时许，宁夏银川永宁县一小区
内，一名四年级 10 岁小男孩因往窨井里投掷点燃的
鞭炮，导致发生爆炸，男孩被炸出 5 米远，不幸身
亡。
（中国警方在线 1 月 11 日）
新年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一位才 10 岁的
孩子就这样死于本不应发生的意外事故，让人十分
痛心。反思事故的原因，大多数人可能首先想到家
长监护和安全教育不够，导致熊孩子惹祸，进而发
生悲剧。诚然，每一起熊孩子引发的事故或多或少
都跟家长的监护与教育不到位有关，但具体而言，
这起事故中是否还有其他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网络上搜一下，这些年来因为未成年人往窨
井里投掷点燃的鞭炮引发爆炸的新闻随处可见，那
些爆炸现场的视频触目惊心。这些视频之所以震
撼，一是其爆炸威力相当大：井盖被炸上天、人被炸
飞甚至是整条街道塌陷，浓烟滚滚……二是这些新
闻和视频让我们意识到，就在我们身边的街头巷
尾，
很有可能就隐藏着这些威力巨大的爆炸源头。
这起悲剧提醒了我们一点，就是以往对于鞭炮
的安全教育，可能更多关注显而易见的地方，比如
防火单位和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而隐藏在地下的
窨井等地方，或许并没有足够引发重视。当然，并
非所有的窨井都会爆炸，硫化物需要在特定条件下
才会产生，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
往窨井里投掷点燃的鞭炮无疑是危险行为。
窨井爆炸的原因有多种，一是污水中有机物浓度和
硫酸盐含量较高，较高的温度下就会生成硫化物，

主要是硫化氢，硫化氢为易燃危化品，与空气混合
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
炸；二是有燃气泄漏；三是沼气，但除了化粪池外，
一般窨井里产生沼气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情况下，
污水中硫化氢遇到明火发生爆炸的可能性较大。
这些年来发生了不少窨井在被人投入带有明
火的鞭炮等物后爆炸的事故。在加强对人的安全
教育之余，是不是也可以站在窨井设计的角度，在
这方面稍微改进一下，加以防范呢？在城市中，所
有的公共供水、污水渠、电话线、光纤网络都可能通
过窨井下的地下通道联结。窨井是其向地面的出
口，被窨井盖覆盖，而为了方便抓取和透气，窨井盖
上设计有透气孔。以银川永宁县的这起悲剧为代
表的很多此类事故，都是因为通过透气孔往下投掷
可燃物引起的。那是不是可以把透气孔设计成带
有弯角防掉落设计的，或是在透气孔边上注明“禁
止投掷杂物”
等警示标识？
很多危险来自于看不见的地方，因为看不见，
所以容易被忽略，窨井就是其中之一。在燃放烟花
爆竹的过程中，千万别让就在我们脚下的、容易被
忽略的窨井成为悲剧的源头。
快到农历新年了，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无论大人
还是小孩都需要好好放个假，放松一下。燃放鞭炮
是传统年俗，能烘托过年的氛围，无可厚非，但鞭炮
本身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定要牢记安全燃放常
识，
避免悲剧发生。特别是，
这些常识一定要对孩子
讲清楚，
反复讲、
不停讲，
让血淋淋的事例警示他们。

新闻漫评

立案侦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在 1 月 12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
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支现伟通
报，针对 9 日公布的确诊病例存在隐瞒
活动轨迹、密接人员、发病就诊等情况，
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安部门已开
展立案侦查。
点评：确诊病例隐瞒活动轨迹、密
接人员、发病就诊等情况，又蠢又坏！
查实后，
必须严惩！
——高杨

袁隆平抖音号真假风波
有关方面应有明确说法
名不正，
则言不顺；言
不顺，则事不
成。无论如
何，对于袁隆
平抖音号真
假 风 波 ，有
关方面应该
有个明确的
说法。对国
宝级科学家，
全社会都应
善待。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 陈广江

最近，一个名为“袁隆平中华拓荒人”的抖音号
称账号将留用，
直播计划不变，
看来袁老入驻抖音并
因是否获得袁隆平本人的授权引发广泛关注，闹了
非空穴来风，
一味指责该公司蹭热度也非客观态度。
一次“真假乌龙”。1 月 12 日，开通该抖音号的青岛
不只是抖音，袁隆平还入驻了快手，账号名字
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称，这个账号肯定
同样为“袁隆平中华拓荒人”。在快手号中，袁老和
会保留，原计划在 1 月 15 日第五届国际海水稻论坛
网友打招呼，并呼吁关注、支持海水稻和中华拓荒
上开启首场直播的计划目前也没有变化。
（1 月 12
人计划。可以这样理解：既然袁老能入驻快手，为
日澎湃新闻）
何不能入驻抖音？袁老忙于科研，但并不妨碍其公
猛料频出，回应不断，真真假假却分不清……
司参与运营。这虽然是推测，
但也有一定合理性。
这场袁隆平抖音号真假风波，可谓一波三折，让“吃
袁老及其团队和网络平台开展合作并非首
瓜群众”莫衷一是。注册这个抖音号，袁老到底知
次。据报道，2018 年 6 月，阿里巴巴宣布，袁隆平领
不知情？事件背后究竟是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衔的青岛“海水稻”研发团队，与阿里农村淘宝达成
众声喧哗，各说各话，让年逾九旬的袁老被动地卷
合作。有媒体刊文称，科学家与大企业紧密合作的
入了舆论风口浪尖。
“互联网+袁隆平”模式，帮助广袤乡村找到自己的
最初引发关注的是一条正能量新闻：袁老以
比较优势，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同时顺利融入互
“袁隆平中华拓荒人”账户名入驻抖音，第一天一言
联网时代，
放大了农村电商的社会效益。
不发，粉丝量破千万，央视等纷纷点赞称“顶流”。
尽管如此，仍不能忽视一个常识和底线：不管
然而，11 日下午，新华社新华视点官方微博以“微
袁老入驻哪个网络平台，事前征得袁老的同意和授
评”形式曝出猛料——袁老不知情，并质疑“某公
权是前提。那么，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是否可
司”蹭热点。随后抖音回应称，实名认证、材料齐
以使用袁隆平的姓名和肖像？这也是一个谜。上
全，
账号由袁老公司运营，
并公开了授权函。
市公司隆平高科 2014 年曾发布公告称，将买断“袁
至此，事件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袁老不知情， 隆平冠名权及肖像权”，以便在经营活动中独占袁
难道授权函和袁老的印章是伪造的？若如此，问题
院士的姓名权和肖像权。这笔无形资产被市场估
就严重了。此外，
其中是否存在一些误会、
误解？
价为 5151 万。此价格已经袁隆平签字认可。
据报道，
所谓的
“某公司”
并非皮包公司，
而是由
古 语 云 ，名 不 正 ，则 言 不 顺 ；言 不 顺 ，则 事 不
袁老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有
成。无论如何，对于袁隆平抖音号真假风波，有关
限公司，
“国际海水稻论坛”
也是袁老发起并担任历届
方面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对国宝级科学家，全社
大会主席的一项国际性学术会议。如今，
注册公司又
会都应善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