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996 工作制和奔驰车主
维权占据了舆论场的 C 位。马云、
刘强东等大佬针对 996 的发言，非
但没能为自己的情怀和理想正名，
反而引来公众的吐槽；被迫爬上车盖
的奔驰车主，也让 4S 店和奔驰方面
淹没在口水之中。看似无关联的两
件事，在本质上却拥有着共同点：今
天，拿什么来保障我们的个人权益？

在 996 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
特 别 值 得 关 注——996 虽 然 不 合
法，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企业层
面上来说，996可能是刚需。所以允
许 996 存在，是对市场、对业态的尊
重。站在员工角度，不能说人人都喜
欢 996，但似乎也不是人人都反对。
比方说，有人因为想买一辆豪车，想尽
快还清房贷，或者送孩子出国留学，主
动选择996，难道不可以吗？

事实上，这也符合大佬们的发
言主旨。在马云、刘强东们的话语
体系里，不 996 没问题，但这样就会
离“成功”越来越远。有人认为，这
是一句不中听的“大实话”。在他们
看来，只要给足加班费，并且给予员
工选择的权利，996就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
何理解《劳动法》的规定——“劳动
者每日工作时间应不超过 8 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应不超过 40 小
时”这一规定？又该如何重新审视
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隐藏在 996 光鲜表皮之下的内
涵是，劳动者被异化为创造财富的
工具。如果这个工具并不好使，下

场是可想而知的。即便企业允许员
工自由选择，但只要 996 得到肯定，
那么结果必然是，主动加班的员工
不断压迫正常上班的同事，导致后者
利益受损。这也意味着，将996奉为
圭臬的企业，最终将走向社会达尔文
主义——适者生存、自然淘汰。

然而，法治社会不仅要讲效率，
还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只有在这一
价值取向之下，每一个体，尤其是弱
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的
保障。如何在奋斗和生活之间作出
取舍，是个人自由，但任何一项制度
都不能以牺牲个体利益为前提。用
话术诱导个体放弃自身权益，无论
如何都是为法治社会所不容的。这
也正是《劳动法》的意义所在。

或许，那些一心想要通过 996
发财致富的人，仍然有话要说。但
别忘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强弱
之势，始终是相对的。发生在女车
主和陕西西安“利之星”奔驰 4S 店
之间的维权事件，就是个最生动的
例子。从最早“女车主坐在奔驰车
引擎盖上哭诉”的一则视频，到曝光

“被迫交纳金融服务费”的一段录
音，事件的曲折走向、厂商和经销商
的“闪转腾挪”，无不折射出个体维
权之难。

更何况，某种程度上说，这位
女车主还不是“普通人”，她其实很
强——拥有高学历、令人赞叹的逻
辑分析能力、流畅通透的表达能
力，以及说干就干的行动力。可以
预想，她在职场上的表现，也多不会

让人失望。可尽管如此，在这场斗争
中，谁强谁弱？对比是一目了然的。

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只可能是
法治，而不是所谓的“成功”、强者和

“按闹分配”。在马云等大佬们慷慨
激昂地劝诫员工无私奉献之时，也
应该看到，无数在 996 中耗尽脑力
心力的优秀员工，是怎样在多年之
后被无情抛弃的。社会需要法治，
就因为个人的价值和权益需要得到
保障。“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手段，而
是永远当作目的”，康德的名言，才
是马云们应该领悟的。

当马云说出“关于 996 对不对，
法律自有规定摆在那里，这个问题
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认真思考
过自己的选择了没有，我们人生的
意义和奋斗的方向在哪里”时，他对
法治社会的误解已经暴露无遗。接
受法治，就是尊重每个人的不同人
生选择。《劳动法》的规定，为整个社
会提供了一个基准线。企业可以灵
活操作，但必须遵守底线，而不是将
法律法规当作奋斗的障碍。如果说
进阿里就必须默认 996，说到底，这
只是一种强权对法律的漠视，对个
体尊严的践踏罢了。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
步。对 996 的大讨论也好，奔驰车
主的维权也罢，都是富有意义的。在
法治社会，在个体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的今天，不管是商业大佬们走温情怀
柔路线的成功学鸡汤，还是企业以种
种潜规则霸道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都注定是糟糕且失败的尝试。

从996到车主维权：拿什么保障我们的个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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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神与物
质生活——“乐享年华”！扫一
扫，每天好礼相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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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走遍天下
一脉匠心 百年传承
非遗特产 引领潮流

解决商务馈赠亲友送礼“送什么”
“买哪家”“在哪买”才是真难题——非
遗特产礼盒，常州非遗促进会推荐。

参与觅渡周话题的网友们注意啦！提供
话题、博文和点评的网友被选用的，可分别获
得价值 80 元、50 元、20 元的常州麻糕店电子会
员卡。

常州麻糕店“常州特产”会员卡可消费的
五大门店：

1. 怀德路店：怀德中路 135 号 86977877；
2. 丽景店：关河西路 80 号 83997877；3. 新天地
店：湖塘新天地不夜城2号楼81237877；4.乐家
食府店：湖塘茂业国际商立方8321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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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给你一巴掌的时
候，你应该跳起来和它击个掌。

◆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
冰，但你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

◆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
它已经过去；别和现实过不去，
因为你还要过下去。

◆路就在你的脚下，你无
力去改变终点，但却能决定脚
踏出的方向。

◆当你在拒绝外界的歧视
的时候，你也在拒绝外界的帮助。

◆放空的心，是最好的礼
物；独走的路，是最美的风景。

◆偶尔要回头看看，否则
永远都在追寻，而不知道自己
失去了什么。

◆有时候为别人着想 ，也
是一种自以为是。

◆你直白地指出别人的缺
点的时候，意味着你认可他的
优点。

◆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
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人老了的好处，就是可
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
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
童年。

孩子上幼儿园、读中小学，通常由爷爷奶奶
或妈妈接送，很少有父亲接送。据《光明网》的一
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由父亲接送的仅占 10%左
右。近日，湖北光谷第十一小学开展了“爸爸接
送周”活动。有人认为，学校以开展这项活动为
出发点，让孩子的爸爸重新审视亲子关系和自己
责任，该活动很有意义；也有人认为，许多年轻爸
爸不是不想接送孩子，而是成天应付工作已疲惫
不堪，没有精力接送；还有人认为，“爸爸接送周”
活动，可打破家庭“固有分工”，对弥补爸爸家庭
教育的缺失起到触动作用。“爸爸接送周”有意义
吗？谈谈你的看法。

人生无非几个阶段：从自己
傻，到傻傻地四处碰壁，到攒回来
一肚子经验，到不那么傻啦，再到
发现别人的傻，到讨厌别人的傻，
最后到包容一切。没有什么是不
能看淡的，也没有什么是看不透
的。来来回回，我们每个人都在
修炼的路上。 ——平头

你要做一个披荆斩棘无所不
能的英雄，直到遇见能托付一生
的人，再做一个瓶盖都拧不开的
公主。 ——八角

微笑就像创可贴。虽然掩饰
住了伤口，但是疼痛依然。我是
一个经常笑的人，但不是一个经
常开心的人。 ——生末旦

那些大方舍得为你花钱的
人，并不是多么富有，谁的钱都
不是大风刮来的，而是他觉得你
们的关系比钱重要，因为重要才
舍得。 ——砖头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
的，人生是一天一天经营出来
的。比起怀抱过多的牵绊与不
舍，让自己多一点欢笑和快乐才
是最重要的事。——周而复始

芸芸众生，谁不想活得舒服
自在？然而，这世上并没有纯粹
的闲适快乐。只要闲不要忙，只
要易不要难，只要乐不要苦，都是
不现实的。 ——绿萝丽

人生无常这是真的，你不知
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是好的还是
不好的，这你不知道我也不知
道，我们能做的只有过好每一
天，做好分内的事，用力地去爱
喜欢的人。也许我们很难做到
不后悔，但是起码每一件事都尽
力去做了。 ——天边云

◆有时候世界虽然是假的，
但并不缺少真心对待我们的人。

◆别人可以给你铺路，步
子全靠自己迈开。

近日常州某小区物业公司告示业主，正进行除
草、消杀工作，请业主不要随意在绿化带内逗遛宠
物，不要采食蒲公英、马兰等，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
烦。使用农药对居民，尤其对爱赏花草的儿童，对宠
物，对蜜蜂、蝴蝶、鸟雀，其害不言而喻。城市是人口
密集区，花草管理能否不用农药？业主可否要求物
业公司不用农药？（话题提供：殷禹士）

要让古建筑走出火灾阴影，除
了保证日常投入不致其年久失修以
外，更须制定更为严格的规矩，有效
约束执迷于商业化开发而漠视其安
全的行为。

当地时间 4 月 15 日，法国巴黎
圣母院突发大火，导致其木制框架
基本被烧毁，塔尖坍塌。大火让这
座有着 800 年历史的古老建筑蒙受
重创，令人痛惜。

这一事件，也再次把古建筑防
火问题推到了舆论的中心，再次为所
有的古建筑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

事实上，世界古建筑一直未能
摆脱火灾的阴影。就在2018年9月
2 日，拉美地区藏品最丰富的巴西国
家博物馆也曾遭遇火灾，整个博物馆
三层建筑基本被毁，大火更是吞噬了
90%以上的馆藏珍品，时任巴西总统
特梅尔称其损失“不可估量”。其火
灾初步查出的原因是，博物馆长期资
金短缺、费用捉襟见肘，导致建筑年
久失修，而馆内又缺乏消防系统。而
同年稍早的6月15日，苏格兰格拉斯
哥艺术学院发生火灾，历史悠久的麦
金托什大楼也被大火吞噬。

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
的结晶，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都
无可替代。正如我国著名建筑学家
梁思成所说：“古建筑绝对是宝，而

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而历
经风霜、见证岁月的古建筑也是脆
弱的，巴西博物馆与麦金托什大楼
的大火是人类文明的灾难，巴黎圣
母院的大火也是。一场新的文明劫
难再次证明，古建保护不能掉以轻
心，稍有不慎，这些“人类的瑰宝”就
将毁于一旦。

大火虽然发生在巴黎圣母院，
但同样对我国而言也有非常强烈的
现实意义。我们在古建筑保护方
面，不是没有吃过这样的亏。2003
年，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遇真宫主
殿的火灾，就是因为当地擅自招商
引资，将其对外出租，导致“引火烧
身”。2014 年，云南香格里拉县独
克宗古城大火，背后也是地方为了
发展旅游经济而无视安全风险。

要让古建筑走出火灾阴影，加
大日常维护的资金投入不致其年久
失修、完善自身消防系统建设是一
个方面，也必须为古建筑防火制定
更为严格的规矩。现实中，出于商
业化开发的需要，许多古建筑进行
了电气化改造，有的还装置了大功
率灯光设备，这些都可能埋下隐
患。除了电气火灾防范之外，还需
要对古建筑的结构防火、材料控制、
设施防火和管理以及修缮施工规程
等方面给出细化方案，打造立体安

全网。对于维修施工不仅要严格审
查施工方资质，也要充分考虑其是
否具有古建筑维修施工经验，并全
面监督、把控其施工过程，确保整体
安全；而对于那些开发过度、存在火
灾隐患的古建筑，应当全面摸底排
查，公布名单，整改完成之前不得开
放运营。

就我国而言，古建筑面临防火
的困境，除了修缮施工方面的风险
以外，也还有古建筑本身的原因。
我国的古建筑，以纯木、砖木、土木
结构为主，除了大量易燃的木质材料
之外，许多古建筑的表层油漆涂料同
样易燃。由于投入不足，许多古建筑
一直没有配备现代化的消防系统。
而且，这些建筑要么处于偏远山区，
要么处于道路狭窄的老城区，一旦
发生事故，救援往往困难重重。

古建筑是属于全人类的瑰宝，
其开放和运营的初衷应是服务公
众，而非过度商业化。而这样的开
放和运营，必须建立在安全充分保
障前提之下。巴黎圣母院大火警醒
我们，烈焰无情，我们要倍加珍视我
们的文化遗产，杜绝任何侥幸心理，
要以最大的努力、最极致的技术和
管理，确保万无一失。唯有如此，才
算是恪尽职守，才算对得起历史、对
得起子孙后代。

巴黎圣母院大火是对所有古建的警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ff32de0102zfhj.html

https://pl.ifeng.com/c/7lwLfb1rGDI

润边幽草
爸爸的坚毅、刚强、果敢、沉稳和大度等品格，会在潜移

默化中感染孩子。

清风明月
“爸爸接送周”其实是鼓励引导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孩子

的教育中来，培养他们理性、宽厚、智慧、成熟的性格特征。

1837071997
孩子的妈妈可以减轻一点负担，适当地休息一下，不用

那么劳累。

艺术家Emma Taylor用废旧书籍创作的纸艺雕塑作品。只用胶水、剪刀和书本身，并根据书本本身的内容，将
它们变得立体起来。

旧书新生

https://weibo.com/577994597?refer_flag=0000015012_&from=feed&loc=avatar

记得今年春晚
小品《抢 C 位》中，
演员沈腾在小品最

后突然接到的老师电话，给小品情
节一个巨大反转——他竟然走错了
班！一个连自己的孩子已升了年级
都不知道，这种父亲角色的缺失程
度可想而知，也让人不可思议。所
以，不要妄谈什么要把最好的教育
资源、最好的物质条件给孩子，其实
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爱，就是
家长的陪伴，当然，这其中父亲的陪
伴很重要。

前些年，“男孩太娘”的现象，一
度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有人更将
这一现象命名为“男孩危机”，认为
现在阴盛阳衰，男孩子越来越不像
男孩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
多，但我认为，这其中与男孩生长环

境中缺乏父亲角色的影响力有一定
关系。确实，父亲的严厉能培养男
孩对权威对纪律的认可；父亲的鼓
励又增强他们勇敢和坚强的气质。
而一个男性榜样力量的缺失，会使
男孩的心理也发生变化，于是，言谈
行为举止乃至处事都会下意识地模
仿母亲而变得女性化，所以，我们要
重视这些因素。

当然，有人说，现在父亲的社会
压力大，他们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
担。但这些不能成为缺失对孩子教
育的借口，因为父亲的努力，最终目
的是为了家庭的幸福。家是最小的
国，国是千万家，培养一个有着独立
人格、健康思想、优秀品质的孩子，
也是为人类作出的一份大贡献。加
上，孩子的成长，转瞬之间，不能重
来，缺失了非常遗憾。

所以，我为学校设立孩子的“爸
爸接送周”叫好！

孩子教育，父亲角色不可缺

对于“爸爸接
送周”活动的新闻，
笔者想说，父亲在

孩子教育上缺失的问题，岂是一个
“爸爸接送周”能解决的？

虽说现代社会早已摒弃“男主
外、女主内”的传统观点，但自然界
中，母性在后代幼年成长中所承担
的责任往往都要大于父性。更别
说，社会给予男性的性别角色是

“强硬的”“有事业心的”“进取的”，
而这些特质在长时间的社会认同
中，也逐渐被接受、内化，变成理所
应当。

无可否认，光谷第十一小学开
展该特色活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且
它仅仅是一个倡议，并非强制要求，
对于一些出差在外、无法请假的父
亲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灵活对待；对

于平时能抽出一定时间来陪孩子的
父亲来说，更好地促进了父子感情
的培养。不过，此举对于改善“父爱
缺位”问题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以

“鸡肋”来形容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表
达方式。

食之无味——即便有父亲在
“爸爸接送周”中天天请假来接娃，
但一周之后呢？父亲们不是无业游
民，他们需要养家糊口（不必说父
亲，看看每天校门前焦急等待儿孙
的，有多少黑发，多少苍颜吧），一切
回复平淡，让人腹诽非常。

弃之可惜——不得不说，学校
提出这样的倡议也是够拼的，想改
善父亲缺位的问题，事实上却又无
力改变，但不管怎样，口号是喊起来
了，光谷第十一小学也是出名了，出
名的本意也是好的，你还能说什么？

爸爸接送，一个大家都想做、却
又实在做不到的伟大愿景。

鸡肋的“爸爸接送周”

http://blog.cz001.com.cn/index.php?c=Blog&m=preview&id=63932

http://blog.cz001.com.cn/index.php?c=Blog&m=detail&id=63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