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法用工
□刘尚

山东潍坊一建筑项
目， 雇主李某在明知架子
工需要持证上岗的情况
下， 仍雇用无证人员搭建
脚手架， 在随后的浇筑作
业中， 发生脚手架坍塌事
故， 酿成了 5 死 1 伤的惨
剧， 直接经济损失 460 万
元。 当地法院依据查明的
事实， 对雇主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

对于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生产法》 有明文规

定。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
照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
方可上岗作业。 依据《刑
法》的规定，上述事件中，
雇主李某在生产作业中违
反安全管理规定， 发生重
大伤亡事故， 情节特别恶
劣，社会影响极大，其行为
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明知法律法规禁止，
还敢使用无证人员上岗，
漠视法律、 漠视安全、任

性违章作业，这类状况在
建筑工地屡见不鲜。 及时
依法惩处责任人，是对违
法行为的有力打击，彰显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
精神。

依法保障建筑工地等
特殊场所的生产施工安全
秩序， 是一项繁杂的系统
工程： 各类安全法规
如何落地， 法规能否
持续执行， 零散施工
人员由谁培训， 人员

资格证谁审验确认， 有证
人员占比多少， 项目经理
法律知识具备程度， 建筑
公司对内对外诚信度多高
等， 都需相关职能部门监
管到位。 平日的监管力度
决定法规执行力， 事前监
管远比事后惩罚有实质价
值。 ①2

南都论坛

她总想着能更多地帮助病人，能为他
人多做贡献。

———陕西 95 岁的医生吴合， 从医
71 年间她坚持开最便宜最有效的药，离
休后她坚持出诊近 40 年。 在她去世后，
依据遗愿，子女为她完成了眼角膜和遗
体捐献。 提及母亲，吴合的长女朱建平
如是说。

家人提醒我出警时要注意安全，但
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挺身而出。

———日前，在贵州黄果树景区有游
客突发心脏病，消防员邱长霖背起游客
一路狂奔，中途因体力透支两次瘫倒在
地。 经紧急救援，游客被成功送医。

捡这些都成习惯了， 别看东西少，
攒多了也是钱呢。

———荣登“中国好人榜”的福建福鼎
基层干部邓昌朝，从 1994 年至今，在工
作之余累计资助 1536 位学生，募集善款
456万元。 平时外出时，他会手拎一个袋
子，见到路边废弃的水瓶、纸张就随手捡
起，积攒后变卖。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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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德
□叶小闲

做人重在品德， 做艺
术工作首先要讲艺德。 日
前，德云社成员孙九香、秦
霄贤在演出场合大骂观众

“不愿意听就滚出去”，让
闻着为之侧目。 起因是两
人上场后一直收女粉丝
礼物，不说相声。 有观众
等不及说“我们买票是来
听相声的”，两人便出言怼
观众。 视频在网上传出
后，引发了社会关注和舆
论谴责。

演员首先要清楚，自
己不是与生俱来的“偶
像”，工作的实质是服务大
众。 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
就应该恪尽职守， 把自己
的艺术工作做好。 不能看
到喜欢自己的粉丝一多，
就飘飘然以“偶像”自居，
置“衣食父母”的正常需求
不顾，进而发出”不愿意听
就滚出去”的恶言。 这在伤
害观众的同时， 也是对艺
术消费市场的破坏。

从古至今， 中国的艺
术家都特别推崇自身“艺
德” 的养成和声誉追求与
维护，“德艺双馨” 被誉是
为对艺术家的最高褒奖。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老一辈
艺术家， 如梅兰芳、 常香

玉、郭兰英、新凤霞、侯宝
林等都经历了时代的检
验，他们爱国敬业的风范，
受到社会大众及一代代观
众的尊敬与仿效。 这些德
艺双馨的艺术家也是社会
的良心和标杆， 对社会道
德建设、社会风气引领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
年轻一代的演员们能够
以老一代优秀艺术家为
榜样，日积月累，同样可
以获得观众的尊重和社
会的推崇。

向观众出言“滚出去”
的两位演员， 已经被德云
社暂停演出， 但是这
种现象引发的思考却
不应停止。 如何让艺
德成为艺人光环外的

“经箍咒”， 让演员时时警
醒，尊重艺术、尊重观众，
是值得职能部门和艺术行
业专家去研讨的课题。 从
艺术的创作与表现过程来
说， 人类的集体情感得以
在这一过程中净化和升
华，这是个人道德品格得以
锻造、提升的必由之路。 在
聚光灯下的演员和艺术工
作者们， 更应该洁身自好，
在艺术道路上成就自己的
同时，感恩观众，珍惜良好
的艺术环境， 为社会进步
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2

（作者单位：南阳网）

好胜者必败，恃壮者易疾，渔利者害
多，鹜名者毁至。

祸福者天同之，荣辱者君同之，毁誉
者人同之，善恶者己同之。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青年返乡就业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及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返乡就业成了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据《中国青年报》的一
项调查显示，87.9%的受访青年考虑过返
乡就业。

时代的发展，造就了多样的选择。 今
天， 青年人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期待，努
力赚钱是其中之一， 但大家更希望的是，
生活不再单调， 既有独酌小憩的闲适，亦
不缺放浪形骸的豪迈。 返乡虽然是回到熟
悉的地方，可某种意义上，也是重新出发。
不管是奔向大城市， 还是回到小乡村，两
种选择并没有高下之分。 有的不过是，大
家对人生的不同理解，进而做出不同的选
择。 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一股干事的激情、
创造的热情，便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束缚
住向往美好的脚步。 ①2

（毛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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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自我
□王晓建

笔者的一名发小，从
南方回宛办事，多年不见，
自然少不了推杯换盏促膝
长谈。 这名朋友现在是深
圳一家合资企业的高管，
事业正如日中天。 然而，
二十多年前他还在当学
徒从事泥瓦匠的活计 。
苦熬一年， 出师后在县
城建筑工地，每天几十元
工钱， 在当时的农村也算
不错的收入。

可是， 朋友并不满
足， 总想干大事挣大钱。

于是，他不顾家人和亲友
劝阻， 义无反顾去了深
圳。 初到时在一家饭店打
工，由于干活认真，又非
常好学， 加之聪明伶俐，
两年后竟学成大厨，很得
老板器重，并有意招他为
婿。 可他觉得自己还有向
上的空间，便婉言谢绝了
老板的好心，转行去了一
家合资企业打工，直到成
为企业高管。

笔者曾问朋友 ， 当
初不满足做泥瓦匠的原

因。他说，那时他曾
遇 到 一 名 高 中 同
学 ， 得知这名同学
高考落榜后从事收

卖粮食的生意， 两年下
来竟挣得数万元。 这对
他是个启发。 他想 ，自
己若继续当泥瓦匠 ，也
许吃喝不愁， 但想富起
来却很难。“得走出去，
寻 找 机 会 发 展 自 己 ”。
一次次的突破， 使他悟
出， 每个人都有着超乎
寻常的潜能，只是大多不
自知而已。 人是要不断让
自己突围， 只有走出封闭
的自我， 才能去争取发展
的新机。

人生历程中， 经验和
学识是岁月赠予我们的财
富，也是走向成功的助力。
但是， 经验和学识往往也

会让人产生暂时的满足，
使人麻痹大意，丧失斗志，
成为一种极难觉悟的包袱
或绊脚石。 如果就此固步
自封，难免产生“心障”，不
得远望， 从而扼杀了自己
生命的潜能。

突出自 己 的 包 围 ，
生命就必会“柳暗花明又
一村”。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