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尤）2月8日，由市
总工会、成都铁路局重庆客运段联合主办的
外出务工专题普法、招聘宣传活动在上海开
往重庆的K74次列车上举行。来自市总工
会的工作人员和律师志愿者在列车上开展
了法律咨询和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在普法的
同时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招聘机会。

专业律师帮忙维权

“我们经常周末加班，但是老板不发加
班工资这样合法不哟？”在上海打工的董友
向律师志愿者刘怡咨询道。“要先确定你的
工作是不是属于标准工作制。”刘怡耐心地
解释，按照《劳动法》规定，标准工作制就是
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40个小时。如果单位
实行的是标准工作制，超过这个工作时间，
就属于加班，按照规定就应向劳动者支付加
班工资。刘怡一边说一边拿出本子把各个
重点环节写出来交给董友。

“节前，许多外出打工的老乡都回来
了。我们选择务工人员较多的列车，让律
师和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随车进行法律
知识宣传。希望能够不断提高他们依法
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
市总工会职工权益维护中心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据悉，市总工会还专门准备了外出务工
小手册,由律师志愿者分发给各个车厢的务
工人员，这些小手册涵盖了劳动合同、欠薪
维权、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回家车上就能找工作

“需不需要水泥工？”“我都40多岁了，还
有适合我的工作没？”8日当天，K74列车的餐

车，摇身一变，成为小型招聘会现场，前来咨询
的乘客挤满了车厢。

“对于有意愿留在家乡就业创业的务
工人员,我们专门准备了100余家企业的
2500多个工作岗位。岗位包括装配工、打
磨工、叉车工、行政文员等50余种,报酬从
2000多元到7000多元不等,可以满足不同
层次的求职需求。”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陈乾介绍说，列车上共收到百余份求职
登记表，后期他们将把所有求职者分成建
筑、管理、杂工等类别，然后分别建群，把不
同类型的求职信息发送到群里，供求职者
选择。

“没想到回家的路上还有招聘会，今年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就不出去了。”来自
巴南区的打工者廖伟开心地说。

据了解，今年是市总工会和成都铁路
局重庆客运段在列车上开展外出务工人
员专项服务的第三年,在总结以往经验的
基础上,新增加了就业创业信息服务,活动
时间从2月8日一直持续到3月6日。市总
工会和重庆客运段将针对春节前外出务工
人员集中返乡和元宵节后务工人员集中外
出两个时间段,在广东、福建、浙江方向往
返的列车上开展就业创业信息和法律咨
询服务，增强务工人员学法、懂法、守法、
用法意识。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更多就业
机会。

市总工会送工作岗位、法律知识进车厢，返乡打工者提了一个问题——

周末加班，但老板不发加班工资合法不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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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中给病人做随访。
首席记者 李珩 摄

2月7日，在位于渝中区的枣子岚垭小学，上清寺街道
学田湾社区的木兰艺术团正在表演。

记者 张锦辉 摄

学田湾社区录制文艺节目
参选全国社区网络春晚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2月6日，荣昌区人民广场
上人头攒动，一场专门针对返乡民工的大型招聘会正隆重
举行。该区120家用人单位摆下招聘台，为广大返乡民工
带来7015个就业岗位。

来自铜鼓镇刘骥村的返乡民工龙吉银成功在重庆尚
上服饰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个3500元月薪的工作。他高高
兴兴地对重庆日报记者说：“在家门口找到合适工作了，以
后再也不用担心出远门，遭受春运奔波之苦了。”

当日，和龙吉银一样，共有2950名应聘者成功签订就
业意向书。这仅仅是荣昌区2018年返乡人员就业创业系
列活动的一个缩影。春节期间，该区将持续开展“情暖归
途”“院坝乡情会”“政策咨询及义诊”等活动，促进荣昌籍
人才实现“回流”。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当日的招聘吸引了
6000余人到现场咨询、应聘。招聘单位开出的薪资集中在
2500元-6000元之间，招聘岗位主要涉及管理、文职、财
务、普工等多个门类。

招聘会上，专门从事夏布生产、加工、研发、销售和运
营的企业——加合夏布，在招聘展台上打出了“寻找夏布
传承人”的广告。“我们招聘的夏布手工匠人，基本工资在
2000-6000元，要求应聘者有中专以上学历，喜欢中国传
统工艺者优先。”加合夏布招聘负责人龙宣辰表示。

荣昌返乡民工招聘会
提供7015个岗位

外出打工遇到合同纠纷如何处
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总工会
职工维权中心的律师志愿者，为广大
务工者答疑解惑。

问题1:如果用人单位提出的劳
动条件、工资待遇很好,但却不签书
面劳动合同,你想在这个单位打工,应
当注意哪些问题?

律师解答：《劳动合同法》第10条
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
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如果老板不签订劳动合同,求职者要
想办法取得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要求用人单
位出具从哪天开始上班、干什么活的
书面证明;上岗证、出入证、考勤卡、工
资卡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问题2: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能否收取押金?

律师解答：用人单位在招用劳
动者时,不能向劳动者收取任何形
式的押金,这是我国《劳动法》和《劳
动合同法》所明确规定的。对违反
以上规定的,劳动者可以拒绝,还可
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或者公安部门举
报,由公安部门和劳动监察部门责
令用人单位将押金立即退还给劳动
者本人。

用人单位不签合同怎么办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2月7日上午，渝中区上清
寺街道学田湾社区热闹非凡，近百名社区草根“民星”齐聚
一堂，录制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参评全国社区网
络春晚。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于2011年启动，是一个草根“民
星”展示才艺的网络大舞台。此场晚会由全国各地社区居
民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参评，最终入选节目将于春节期间在
全国300多家网络、手机及部分电视媒体陆续同步播出。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学田湾社区草根“民
星”自编自导自演的歌伴舞、三句半、形体秀等节目，既讲
述了百姓自己身边的故事，又展示了家国情怀，还表达了
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

“这次录制的文艺节目，是冲着大奖去的！”学田湾社
区书记徐红利激动地对重庆日报记者说，去年，该社区录
制的节目获得了全国社区网络春晚“优秀组织奖”。今年，
她们又精心策划编排了这台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目的就是
为了登上全国社区网络春晚舞台，展示重庆居民的风采。

“小张，你来了呀，快坐快坐！”2月6日下
午3点多，开州区长沙镇敬老院，73岁的艾尔
元一看见张龙中，连忙从自己屋里搬出桌椅。

张龙中是长沙镇狮寨村村卫生室的村
医。当天，是张龙中上门随访的日子，重庆
日报记者也随他一起走进农户家里。

“春节快到了，肥肉要控制哟！”

“你血压控制得怎么样？有没有
按时吃药哟？”张龙中一边问一边从随

访包里拿出随访表、血压计、听诊器等物品，
开始为艾尔元测血压。

“啷个回事？血压还变高了，没吃药吗？”
看着血压计上的汞柱，张龙中皱着眉问。

“先前降下来了，就没吃了。”
“药还是要继续吃，不然血压又要升上

去。吃肥肉没有？”
“吃了点点。”艾尔元像做了错事的小

孩，小声回答。
“可能不止点点哟！”张龙中对艾尔元的

生活习惯很了解，他转过头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艾尔元患有高血压，喜欢吃肥肉，好不容
易把血压降了下来，却管不住嘴，总认为血压
降下来了，就可以吃几片肥肉解解馋。”

“春节快到了，肥肉要控制哟！”张龙中
一边把检查结果记录在随访表里，一边叮嘱
老人。

张龙中说，因为高血压是慢性病，除服
药外，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
食上。此前，为了解决敬老院吃得咸的问
题，张龙中还找过院长好几次，要求饮食一
定要清淡。

说话间，又有五六名老人围了上来，张龙

中趁机给大家进行健康教育：“现在是冬季，你
们早上别起得太早，特别是喜欢遛弯的老人，
下午再出去，不然天气太冷了，容易犯病……”

“最怕的是没人在家”

等我们从敬老院出来的时候已是下午5
点半了。张龙中背着他的箱子朝着村卫生
室相反的方向走，“还没完呢，现在去重型精
神病患者家随访。”

原来，除了敬老院的30多名老人，张龙
中还负责为48名重型精神病人提供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

“起初接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怕过，不过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所以也没什么。”
张龙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在田坎上，他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他第一次上门时，原本想善
意地与患者打招呼，却被狠狠地瞪了一眼，
差点还被一拳打在脸上。

“现在最怕的是人没在家，白跑一趟。”
张龙中说，所以他干脆利用晚上的时间上门
做随访。

七拐八弯后，张龙中来到李霞（化名）家
中。“最近没发病吧？”张龙中向其母亲问起

了李霞的近况。
“现在看起情况还不错，要坚持吃药，尤

其是春节快到了，要注意安全。”张龙中根据
李霞的病情为其调整了药量。

“村民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

随后，我们又来到赵伏琴家，其丈夫张
兴亮患有精神分裂症。一见到张龙中，赵伏
琴笑眯眯地搬出小板凳，招呼我们坐下。

这要是在以前，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场景。
张龙中说，以前他刚上门时，赵伏琴认为他是
骗子，怕给检查出有什么病来，也不愿检查，根
本就不买他的账，他吃了好几回闭门羹。

后来经过村里做工作，张龙中又多次上
门讲授健康知识，赵伏琴才慢慢接受了他。

“不管是赵伏琴还是其他村民，最让我最高
兴的是，村民们的健康意识现在越来越强，
生了病也不再扛着、拖着。”

从赵家出来，已是晚上8点多，风吹过
来，人冷得直跺脚。张龙中却加快了步伐，
向下一户村民家中走去。

晚上8点多，这个村医还在走村串户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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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上，法律咨询点吸引了不少务工人员。 记者 周尤 摄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哇！太棒
了，好漂亮的铁花，好壮观的含谷火龙！”2
月8日晚，在九龙坡区职业教育中心体育
场上，人群中不时发出惊叹声。含谷镇第
二十一届民间艺术节暨春节火龙综艺晚
会正在这里举行。

综艺晚会在欢快的《中国龙》表演中
拉开帷幕。舞蹈《茉莉花》、小品《懒汉脱
贫》、川剧《驿都戏韵》等节目轮番上演，赢
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晚上九点左右，随着“砰！”的一声脆
响，被高温熔化的铁块拍打出的金灿灿铁
花迅速在空中绽放开来。随后，三支舞龙

队穿行在火花中欢快地舞动，恰如一条条
火龙在游走，每个龙头还在不断地喷火。
人在火中舞，龙在火中飞，龙与火交相辉
映，场面精彩又刺激。

据了解，含谷火龙有300多年历史，
被文化部列为国家级春节文化特色活动，
也列入了重庆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名录。迎新年舞火龙，也是含谷人
几百年来的传统习俗。

“离开家乡多年，看到火龙、川剧这些
由村民表演的原汁原味的节目，特别开
心，特别有过年的感觉。”德国重庆同乡会
会长感触颇多地说。

当天下午，含谷镇还举行了民俗游街
活动，来自新营房村、含湖村、含金村等地
的500多名村民，参加了花车队、舞龙队、
锣鼓队、腰鼓队、莲萧队、军鼓队的巡游表
演，吸引了街道两边的村民和游客拍照、
合影。

“巡游队伍中不少的村民，平常都在
外面打工。以前，参加的村民少，这两年
越来越多，不少人都是提前赶回来的。”含
谷镇有关负责人说。

腰鼓队的王盛兰和丈夫在浙江搞养
殖，为参加村里排练，提前一个多月回
来。“钱也挣不完，一到过年就想回家。村

里的文化活动多了，今年刚好回来凑个热
闹。”

“是呀！我们以前没事就打麻将。去
年我们镇评上国家卫生镇，村里变干净
了，还修了一个坝子。现在，我们有空就
一起跳舞、拉二胡。”含湖村的张大妈接话
道。

据悉，含谷民间艺术节的相关活动
将持续到 12日，游客可前往体验。“体
验传统民俗、逛古村落……通过举办民
间艺术节将传统的迎春活动变成老百
姓的欢乐节、淘金节。”含谷镇相关负
责人说。

不打麻将参加民俗秀不打麻将参加民俗秀
含谷民众迎新年含谷民众迎新年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员 向涛）送春联、量
血压、科普宣传、歌舞表演……2月6日，万州启动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为该区龙驹镇的村民们送
去了文艺演出、免费图书、春联、药品等新春“年货”。

今年，该区的文艺演出以舞蹈、川剧表演等表现形式，
将地方特色文化、民俗，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惠民政策融入
节目之中，让广大群众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了解最新
的政策；该区卫生系统的医生护士们不但带来了免费药
品，还开设了义诊点，免费为大家进行体检；该区科委的工
作人员则为村民们准备了国家惠农政策、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的宣传单，特别受老百姓欢迎。

当天，龙驹镇还与大渝网签订了智慧乡镇战略合作协
议，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零距离配送中心也与龙驹镇政府完
成了农副产品采购签约仪式。

万州启动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

2月8日，长寿区渡舟街道堰桥村青杠湾，一辆由湖北
利川开往重庆的动车在乡间飞驰。院坝上，青杠湾百余名
村民围坐在一起吃团年饭、叙邻里情，喜迎新春。

由于渝利铁路经过青杠湾，这里也被称为“动车村”。
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村民们大多已进入城市生活，
但乡亲们的邻里情一直未变。从2014年起，该村村民每年
都会在农历小年这一天回到村里团年。通讯员 张异 摄

“动车村”的团年饭

22月月88日晚日晚，，九龙坡区含谷镇火龙九龙坡区含谷镇火龙
表演现场表演现场。。 记者记者 熊明熊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