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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企业让员工生吃泥鳅”不是考核是作恶

□史洪举

近日，贵州毕节某公司，员工
因业绩不达标被要求吃蚯蚓、泥
鳅。不吃蚯蚓还可以通过罚款500
元，并请全公司的职工吃早餐的
方式来代替，但是，即使员工同意
罚款，也不能直接交钱，而是要通
过给公司打借条的方式来完成罚
款。很多人最终都忍痛选择了吃蚯
蚓或泥鳅的方式来接受处罚。因视
频被发出，该公司负责人回应，设置
生吃蚯蚓、泥鳅等惩罚方式是为激
励员工挣钱。有员工将视频传出
并邀请媒体报道，属于“拿着公司
的钱，去投诉公司”，他将起诉该
员工。

在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背景
下，每个企业都想依靠考核机制
来奖勤罚懒，进而取得良好业绩，
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任何
企业都应明白一个基本道理，符
合现代社会潮流的企业文化和绩

效考核方式，要以不侵害员工基
本权益和人格尊严为前提。践踏
员工尊严，无视员工基本权益的
绩效考核既违法，也无利于企业
长远发展。

梳理报道可知，奇葩的企业
文化和绩效考核时有发生，除让
员工生吃泥鳅、蚯蚓外，还有让员
工在大庭广众之下跪地爬行的，
有让员工互扇耳光的，让员工裸
奔的。遗憾的是，这些公司或企业
不仅没有认识到该做法的错误和
恶俗，反而美其名曰“培养”“锻
炼”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
员工的向上精神。

毋庸置疑，企业自然享有对
员工的管理权、考核权、奖惩权，
科学合理的管理考核有利于形成
良性的企业文化，有利于凝集力
量，激发斗志，增加企业的竞争优
势。但凡思维能力、认知能力、判
断能力正常的人都能认识到，让
员工生吃泥鳅的考核方法和科学

合理毫不沾边，其完全是践踏员
工基本权益的违法行为，是侵犯
公序良俗的恶行。

要知道，现代法治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
何人都无权凌驾于他人之上，更
无权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基
本权益。即便是企业的管理层，也
不享有对员工的绝对管理权和人
身控制权。且企业所享有的绩效考
核、请销假、考勤、奖金发放等管理
权也应受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
制约。特别是对于员工的惩戒，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不得侵犯
员工基本权益，不得羞辱员工，不
得泄露其隐私，并应经职工大会
讨论通过。

该企业要求业绩不达标的员
工生吃泥鳅、蚯蚓，既让旁观者难
以直视，更会让当事人心理和身
体上难以接受。而且，生吃泥鳅、
蚯蚓极有可能引发疾病，或者导
致员工受到寄生虫侵害。可以说，

这家公司不仅没有健康意识，还没
有道德意识，既挑战了公序良俗，更
挑战了法律的底线。

至于“拿着公司的钱，去投
诉公司”的说法更是荒唐可笑，
因为，员工靠提供服务和劳动
来领取工资天经地义，何来“拿
着公司的钱”一说？而且，侵犯
员工合法权益，还不允许员工
投诉的做法，怎么看都不像正
规企业的做派。

在强调权利保护的现代社
会，即便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
子，还要维护其基本的人格尊严，
一些企业何以如此颟顸嚣张，视
员工的人格尊严为无物？对于这
种无视人格尊严的恶行，员工要
理直气壮地拒绝并举报投诉，劳
动监察部门也应及时查处并加以
惩戒。进而确保员工享有起码的
劳动者权益，不被随意压榨和欺
凌。

(作者是法律工作者)

□于洪良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按照往年的做法，这一天的校园
和幼儿园里琴声悠扬、舞姿优
美、歌声嘹亮，少年儿童们踊跃
参加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接受
老师和家长以及社会各方面的
殷切祝福，尽享属于自己的节日
欢乐。

然而，去冬今春这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一些地
方的孩子们至今无法返回到校园
和幼儿园里，无法与老师和小伙
伴在一起，欢度一年一度的儿童
节。师生团聚欢度节日的愿望无
法实现，但是节日的仪式感不可
或缺也不能省略，孩子们的节日
记忆不能空白。

欢度“六一”的方式多种多
样，在今年这个特殊时期，少年
儿童们不妨与爷爷奶奶比比童
年，与爸爸妈妈晒晒“六一”的不
同，从中感受国家发展的变化。
自古英雄出少年，有志不在年
高。只有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养
成良好品德，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好学生好少年，将来才能成为有
用之才、社会栋梁，长大后当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
人。只有从现在开始学习锻炼，
明天才能肩负起祖国建设重担；
只有时刻准备着，才能去把未来
亲手创建。

今年的这个“六一”儿童节
之所以与众不同，少年儿童们
都要懂得。我们这个国家刚刚
经历了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
炎疫情侵袭，灾难面前，举国应
战，全民上阵，终于取得了重大
战略成果。我们每一个人和国
家在一起，走过了漫长寒冬，迎
来了春和景明。这四五个月的
抗疫时间里，每一名少年儿童
都是亲历者，无论是居家防护，
还是向灾区献爱心，都争先恐
后。2 0 2 0年的这场灾难值得铭
记，更需要化为少年儿童前行的
不竭动力。

“六一”的节日祝福一定会有
很多，每一名少年儿童都值得拥
有；在节日里长大，则是2020年的
这个特殊的“六一”赋予你们的一
份珍贵礼物，因为美好的生活属
于你们。

让少年儿童懂得

这个“六一”与众不同

葛大家谈

□舒圣祥

关于网传广州市方圆实验
小学一名教师涉嫌体罚学生一
事，广州警方通报，经调查取证，
发帖人刘某承认其女儿因遭体罚
吐血、凌晨2时被老师威胁殴打、
送老师6万元等情节，系其为扩大
影响而故意编造的谎言，照片展
示的衣服“血迹”实为化妆品和
水，其女儿目前精神状态良好。

按照刘某此前的说法，其女
儿因为被老师体罚跑圈，呕吐了
数小时且带有血丝，进而入院就
诊。但是，警方介入后却发现，这
位老师虽然对刘某的孩子采取罚
跑措施，但没有出现孩子吐血、送

老师钱等情节。刘某出于报复的
心理，将此事虚张夸大后，发到网
上成为公共事件，在博取海量同
情的同时，也对当事老师形成巨
大压力。此举不仅浪费公共资源，
而且早已超出正常维权界限，等
待刘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最近，学生模仿老师的几段
视频特别火，而被模仿的老师形
象十分堪忧。某些年轻的老师素
养不高，恐怕也是必须承认的事
实。在这样的语境下，当人们看
到“鲜血淋漓”的校服，很容易不
假思索地相信家长的长文控诉，
加之“哮喘不会引发咯血”等医
学常识，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网友们纷纷对当

事老师进行谴责，甚至对其冠以
“禽兽”的大帽子。事实上，这已
构成了网络暴力。

如此打脸猛烈的反转，势必
会对公共话语空间，形成“狼来
了”式负面影响——— 网络空间公
共秩序被破坏，人们的正义感和
信任感被伤害。因此，对刘某的
行为，必须进行谴责，无论其对
自己小孩的遭遇感到多么委屈。
根据报道，事发距今已有半年之
久，可能刘某经历过漫长的维
权，未能得到满意的处理，进而
才想到以夸大事实编造谎言的
方式在网上炒作，抱的是一种

“不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
路。可即便如此，其行为依然不

值得原谅。
与之前发生过的夫妻吵架，

谎报孩子“失踪”，引发全程“搜
寻”等事件相比，以伪造证据方
式控诉老师体罚，情节更为恶
劣。因为前者伤害的只是公共秩
序、公共资源等公共利益，后者
却有具体的受害对象。前者只涉
嫌寻衅滋事，后者恐怕还涉嫌诬
告陷害，是以伪造证据的方式，
意图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
体罚学生造成咯血，以及受贿6
万元，都已达到犯罪标准，倘若
属实，这名老师很可能被追究刑
事责任。刘某的说法既然纯属虚
构，就涉嫌诬告陷害罪了。

教师体罚学生，当然是不对

的，无论是罚跑圈跑到学生呕
吐，还是罚抄写写到学生“呕
吐”。不懂得控制自身情绪的人，
很难成为优秀的老师，也教不会
孩子如何做人。对于被学生模仿
的老师形象，何以如此不堪，教
育部门确有必要引起重视，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在尽力提高老师
收入的同时，也尽力提高老师的
职业素养。只不过，一码归一码，
谎言绝不是家长反对老师体罚
学生的武器，那也不是维权，而
是犯罪。老师不是家长的敌人，
学会尊重老师，同时尊重他人，
不以故意编造的谎言诬蔑老师，
消费人们的同情心，是最起码的
底线。

□张淳艺

在直播带货的风潮下，便
利、个性化的自热方便类产品备
受消费者青睐。自热火锅行业呈
井喷式发展的背后，最大的挑战
是安全问题，发热包质量参差不
齐导致的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引
发消费者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进
行投诉。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作，“万
物皆可自热”。从自热米饭、自热
面到自热麻辣烫、自热酸菜鱼，
近年来各种各样自热食品，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追求
热气腾腾、现煮现吃氛围的自热
火锅，自然最受追捧。眼下，自热
火锅已经出现50多个相关品牌，
即使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仍有多
个自热火锅品牌完成融资。有行
业人士预测，目前自热小火锅的
市场规模超60亿元，产业乐观发
展，未来将达到百亿规模。

自热火锅迅猛发展的另一
面，却是发热包质量问题层出不
穷。自热火锅的加热原理是利用
发热包内的物质与水接触，释放
出热量，上层食材锅内的食物吸

收热量后温度升高。这样的操作
方式，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发热包发生破损，可能会喷
出高温液体，一旦通气孔堵塞，
甚至可能引发爆炸。加之，一些
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擅自采用价
格低廉但反应过程不稳定的发
热剂，进一步加剧安全隐患。此
前，成都、上海等地都发生过消
费者食用自热食品过程中因操
作不当等引发爆炸，伤及身体等
事件。此外，发热包破损混入食
材，消费者误食后灼伤口腔的现
象也时有发生。

自热火锅的核心技术是发
热包，这一关键环节却缺乏统一
规范的安全标准。虽然中国商业
联合会、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
相继发布团体标准，但根据规
定，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
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
供社会自愿采用”，并不具有强
制力。目前，不少生产发热包原
料的供应商并未遵循以上团体
标准，仍然是各自为政，自行一
套。有业内人士坦言，正规厂家
出产的发热包要经过缝合、震
动、旋转等多项检测，很多小工

厂的产品未经任何检验，质量安
全可想而知。

工作忙没时间吃饭、一个人
不想做饭……一份热气腾腾的
自热小火锅成为“懒人”福音，被
形象地称为“自嗨锅”。不过，吃
货们可以自嗨，生产企业却不能
不受标准约束地“自嗨”。我国标
准化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对保障
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
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
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
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自热火锅的发热技术良莠不齐，
导致爆炸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威
胁到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需要依
法制定强制性国标予以规范。

一直以来，呼吁制定自热食
品国家标准的呼声此起彼伏。今
年以来自热火锅在疫情的推动
下迅速走红，标准缺失的隐患也
越发凸显。是时候把规范自热食
品事宜提上议程，通过出台标准
给自热食品行业戴上“笼头”，引
导行业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了。

葛读者来信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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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教师体罚”，谎言不是维权工具

老师不是家长的敌人，学会尊重老师，同时尊重他人，不以故意编造的谎言诬蔑老师，消费人们
的同情心，是最起码的底线。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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