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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落实带薪休假再谈取消长假
带薪休假取代十一长假，需要营造
重视休假权利的舆论氛围，树立劳动法
的威信，维护工会的尊严。否则，侈谈
取消十一长假不现实
近日，多名学者在媒体上呼吁取消
长假，他们均认为，应该调整集中休假
制度，落实带薪弹性休假，即在已取消
五一长假的基础上再取消十一长假，一
时间引起广泛议论。人们担心，好不容
易盼来的黄金周会不会被取消，假日福
利要打折扣(
1
0月 9日《新京报》)
。
专家、学者多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就职，他们多有令人羡慕的寒暑假，又
不用坐班，学者建议取消十一长假岂不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来自人社部的一
项调查显示，目前带薪休假的落实率约
为5
0
%，落实带薪休假比较好的主要是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外

资企业，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落实情
况相对较差。
“常回家看看”已经写入了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但大量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职工未享受带薪休假，如果十一长假
也被取消，在外工作的子女如何常回家看
看？虽说可以选择春节，岂不是让中国式
春运更加拥堵？
自1
9
9
9年以来，劳动者的假期多以长
假的形式体现出来。但是长假期间到处
人满为患、浪费社会资源、打乱正常生活
秩序……其弊端也显现出来，主张以带薪
休假取代长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声
音。五一长假随之被取消，推行带薪休假
制度势在必行。从理论上讲，带薪休假制
度一旦实行，既可节约社会资源，百姓也
可自主选择休假时间，错开人流高峰。但
从十一长假客流井喷的局面来看，五一长
假取消后，职工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并不

我拍故我在记录的是劣迹还是美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时代，我们
建。
追求的，应该是在“旅游凝视”中找寻美
虽然听上去有些抽象，但仔细想来，
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观的美，也系于旅
这理论确实很适合阐释林林总总的旅游
行者的文明水准。
现象。都市里的人们为什么总想着来一
“长假期间在哪个地方能一网打尽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旅游凝视具有
最多景点？朋友圈。”这是个段子，也是 “反向的生活”性，久在樊笼里，人们希望
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不知从何时起，一
看到那些与自己身边不一样的事物与景
到假期，
“朋友圈杯”景点摄影大赛就会
观，以获得愉悦、怀旧或刺激感。拍照为
准时开始。
什么会成为旅游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
“无拍照，不旅游”，如今已成为不
旅游凝视具有支配性和符号性，视觉支
少人旅游心态的写照。很多旅游者出
配并组织了体验的范围，凝视是旅游体
游的首要目的，已经不再是游览美景， 验的中心，旅游是个收集符号的过程，而
而变成了拍照。对他们来说，只有拍了
拍照就是留存符号的载体。
照，才能以此为“到此一游”存照，并在
在“旅游凝视”的理论视角下，
“凝视
朋友圈“秀”个够。少了这个环节，他们
者”其实对“凝视”的对象有着一种占有
就会觉得旅游体验不完整，浑身不自
欲。而苏珊 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说得
在。
则更直接，
“ 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
拍照有错吗？当然没有。错的是
西。”然而，这类规训、占有和入侵，却并
某些游客拍照的方式。最近引起巨大
能不适用于某些情境。事实上，类似“追
争议的“越野车追逐藏羚羊”事件中，肇
赶藏羚羊”
“攀爬雕像”这类不文明旅游
事者追赶藏羚羊的行为，就跟“拍照”有
行为，本质上就是旅游者的占有欲跟动
关。据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追赶藏羚
物、文物保护事业的抵牾。
羊，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拍照。
以“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为例，
涉事游客若是抱着“只可远观”的
藏羚羊链接着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特定
心理拍拍藏羚羊也就罢了，可他们偏要
情境，这一情境明显不适合游客进行“闯
近拍，为了近拍还追赶，因追赶造成惊
入式”的凝视。国家之所以为藏羚羊栖
吓，这就犯了“不得跟珍稀濒危野生动
息地设立自然保护区，就是在用人与动
物近距离接触”的大忌。在这里，拍照
物的隔离，给“旅游凝视”制造屏障。但
构成了入侵，拍照者则成了“闯入者”。 那几名“作妖”的游客任由自己的猎奇欲
他们不仅闯入了不允许人随意进入的
和占有欲信马由缰，粗暴地冲破了这层
自然保护区，也闯入了规则的
“禁区”。
潜在的“阻碍物”
，这才铸成大错。
其实，
“拍照式旅游”和某些人为拍
再比如屡遭曝光的攀爬文物、雕塑、
照不惜擅闯“禁区”的做法，正是社会学
古树摆 POS
E以便拍照等问题，也是一
家约翰 厄里提出的“旅游凝视”的典型
样的道理。很多人的占有欲冲抵了应有
表征。在《旅游者的凝视：当代社会的
的规则意识，将拍照快感凌驾于文物保
休闲与旅游业》中，厄里指出，
“ 旅游凝
护自觉之上。这才让“旅游凝视”嬗变成
视”是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
了不文明乃至违法的行为。
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此处的“凝视”内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时代，我们
生于“‘看’制造了意义”的逻辑，也是旅
追求的，应该是在“旅游凝视”中找寻美
游者施加于旅游地的隐性作用力。旅
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观的美，也系于旅行
游者拍摄旅游地人文事象的摄影行为
者的文明水准。我们必须遵循自然保护
以及各类旅游广告图片等，都是“旅游
规则与文物保护伦理，才能正确地拍照，
凝视”的具体化和有形化，旅游地由此
否则，再美的照片，也只会成为劣迹与陋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社会性地重新构
习的记录存证。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理想。除了机关事业单位有年休
假、学校有寒暑假以外，有多少用人
单位能够认真落实带薪休假？
劳动法已经颁布 2
0多年，保证
劳动者休假权利是早已说滥了的话
题。尽管公众对带薪年休假充满权
利热望，国家已经实施了带薪年休
假制度，可每到法定节假日，员工
“被全勤”的报道总是不期而至。这
说明了什么呢？带薪休假一定程度
上成了吃不到嘴的画饼。
在举国上下集体休假的氛围
下，仍有一些员工的休息权利被剥
夺、打折；如果把职工休假权利替换
成充满弹性的带薪休假，没有执法
部门强势执法与劳资平等博弈，只
会助长老板肆无忌惮剥夺员工休假
权利。在劳动法没有得到尊重，工

会力量不强的情况下，以带薪休假取代
十一长假，对机关事业单位与掌握了话
语权的员工或许有好处，对于普通劳动
者来说，带薪休假可能只是“镜中月，水
中花”。
全国人民一起放长假，固然有点
“被休假”的意味，但是“被休假”毕竟比
“被全勤”好，看得见的长假毕竟比虚无
缥缈的带薪休假让人放心。如果连十
一长假也被取消，除了春节以外，许多
职工恐怕就没有假期了。
因此，带薪休假取代十一长假，需
要营造重视休假权利的舆论氛围，树立
劳动法的威信，维护工会的尊严。只有
这样，劳动者才有底气去争取带薪休假
权利，长假拥挤不堪的休假氛围才会改
变。否则，专家侈谈取消十一长假根本
不现实。
据《检察日报》报道

不能让农民工的付出得不到回报
日前，人社部印发《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将把
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纳入当地和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关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实施联
合惩戒，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
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
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
方面予以限制。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
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
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国务
院历来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2
0
1
6年 1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意见》，提出了 1
6条具体措施。今
年 7月，人社部印发《治欠保支三年
行动计划（2
0
1
7
-2
0
1
9
）》，明确用 3年
左右时间，实现被欠薪农民工比重逐
年下降，力争到 2
0
2
0年实现农民工
工资基本无拖欠。在相关政策指导
下，各地区、各部门加大工作力度，被
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量和工资呈现
下降趋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要
看到，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
工资问题仍较突出。以 2
0
1
6年 为
例，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有 2
3
6
.
9
万人，被拖欠的工资总额为 2
7
0
.
9亿
元，比上年增加 0
.
9亿元，增长 0
.
3
%。
全面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关键在于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管、
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关部门曾从建
立欠薪保证金制度的角度来遏制欠
薪乱象，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
付管理暂行办法》推行工资从银行代
发，企业交保证金，通过动态监控保
证工资到位等。这种设计契合了源
头预防的着力点，但部分行业仍然有
“打擦边球”行为，原因在于保证金制
度要靠行业自觉，而一般欠薪也不需
承担法律责任，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
参与动力；再者，部分行业特别是工

程建设行业往往存在“层层转包”，中
间环节复杂，农民工合同意识普遍不
强，无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针对企
业清偿欠薪动力较弱的特点，相关部
门曾多次强调完善企业守法诚信管
理制度，而通过“黑名单”制度倒逼自
觉性、主动性，正是将事后惩戒和源
头预防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制度闭
环。
此次针对拖欠工资的“黑名单”
制度颇有一些亮点，如规定将劳务违
法分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组织和个人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
情形的，应将违法分包、转包单位等
一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直击某
些人过去“与己无关”的心理特点，形
成了有效覆盖。但也需要看到，
《办
法》起的是指导作用，相关工作由各
地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具体执行，而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效
果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若要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形成真正“杀
伤力”，关键在于惩戒要“真”，名单
要“实”。对于前者，不仅要明确融
资贷款、税收优惠方面的限制，甚
至可参考对“失信老赖”的做法，
尽力避免使联合惩戒流于形式；对
于后者，要建立各部门之间违法信
息的归集、交换和更新机制，督促
相关部门定期公开信息，建立政府
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
动惩处的工作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国家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欠
薪问题，是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
策、增加农民工打工收入、增进社
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杜绝拖欠
农民工工资，不仅要建立一个协调
解决欠薪问题的、通行无阻的“横
向网络”，还要发动全社会关心关爱
农民工，决不能让广大农民工的辛勤
付出得不到回报。
据《南方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