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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期间，平时忙碌的“打工人”出游
热情高涨，导致景区人流量激增。而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另一群坚守岗位的

“加班族”，他们能否领取三倍工资或干脆
拒绝加班，北京密云法院法官为您释法。

【法官说法】
法定休假日加班 补休不管用

杨某在餐厅任厨师职务，双休日、法
定休假日（除元旦、春节外）均工作，每年
12 月底放 2 个月假，至次年 3 月开始上
班。杨某认为餐厅未支付法定休假日加
班费，遂申请劳动仲裁。餐厅认可杨某工
作期间除元旦、春节休息外，其余法定休
假日均正常工作，但主张杨某已在年底进
行调休。仲裁审理后支持杨某请求，餐厅
不服诉至法院。因餐厅并非实行不定时
工时制，且杨某存在法定休假日加班，最
终法院判决餐厅支付杨某主张期间法定
休假日加班费 2万余元。

北京密云法院法官徐征征解释，根据

法律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加班可以通
过安排补休来弥补，但法定休假日不可以
通过补休来弥补，因法定休假日享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纪念意义，在法定假日安排加
班，不仅影响劳动者休息权，更重要的是
影响劳动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
活动，是通过补休也无法弥补的，因此法
定休假日加班不能安排补休，只能按照法
律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

【法官提示】
国庆7天都有加班费吗

北京密云法院法官曲明辉介绍，工时
制度与加班相关，加班分为三种情形，分别
是延时加班（通常表现为工作日加班）、休
息日加班（通常表现为双休日加班）和法定
休假日加班。

劳动者加班的，用人单位应支付相应
的加班费。

标准工时制下，工作日加班的，按照不
低于小时工资基数的 150%支付延时加班

费；双休日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
低于日或小时工资基数的 200%支付休息
日加班费；法定休假日加班的，按照不低于
日或小时工资基数的 300%支付法定休假
日加班费。

综合工时制下，在综合计算周期工作
超时的，按照不低于小时工资基数的 150%
支付延时加班费；法定休假日加班的，按照
不低于日或小时工资基数的 300%支付法
定休假日加班费。

有的劳动者认为春节、国庆节放假 7
天，端午节、中秋节放假 3天都是法定休假
日，如果存在加班，都能主张法定休假日加
班工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以国庆节为
例，虽然放假 7 天，但只有 3 天（即 10 月 1
日、2日、3日）属于法定休假日，其余 4天
实际上调休了其他两周的休息日，如果劳
动者存在加班，可以主张 3天法定休假日
加班工资和 4天休息日加班工资（当然，主
张休息日加班工资的前提是休息日加班
且未安排补休）。 （宋霞）

2021年国庆长假，未成年人迎来网游新
政下的第一个“十一”假期。孩子们还能毫
无节制地玩游戏吗？

根据各大游戏厂商公布，今年“十一”假
期，每晚20时至21时，未成年人可以登录游
戏；其余时间未成年人禁止登录；不得以任
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
戏服务，等等。

调查发现，一些知名游戏企业执行情况
较好，非上述时间点，未成年人禁止登录。
不过，目前市面上游戏鱼龙混杂，不少孩子

“十一”假期依然沉浸在游戏中。
“你每天大概玩多久游戏？”面对询问，

一个 13岁的孩子这样回答，“没准，最少也
得两三个小时。”“未成年人能登录吗？你怎
么认证的？”“用我爸的身份证。”

还有一些孩子表示，“仍有些游戏压

根不需要认证，打开就能玩耍，也不会限
制时长。”

另外，一些单机游戏根本不需要身份认
证，甚至注册都不需要，更别提区别未成年
人以及限制游戏时长了。在 4399等游戏平
台，一些标注单机版的游戏打开即可进入，
网游新政是否能限制住此类游戏有待相关
部门进一步明确。

有了网游新政，部分未成年人依然我行
我素、沉迷游戏，这是为啥？家长的态度或
是其中一个关键。

“不让玩就哭就闹，最后没办法，用我的
身份证给认证了。”有不少家长无奈地表示，

“适度游戏没事，完全禁止也不行，周边人都
这样，有啥办法？”

还有家长表示，压根就没时间管，给个
手机孩子就安静了。“你要是不提醒，孩子坐

那能一直把手机玩到没电。”但对于未成年
人游戏充值，不少家长都连连摇头反对。

未来，对未成年人的游戏监管或进一步
收紧。近日，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组织发起
网络游戏行业防沉迷自律公约，213家单位
联合发起，坚决执行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
戏的时段时长限制和充值消费额度等。

公约提出，“各类单机、主机游戏要
同步内设防沉迷设置和家长监护系统，
在下载、购买等环节必须严格执行身份
实名认证。”

另外，国务院日前印发的《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实施国家统
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完善
游戏产品分类、内容审核、时长限制等措
施。这意味着，未来在身份认证环节上，想
钻空子更难了。 （吴涛）

烦恼咋解决

网游新政下的假期，你家小孩还沉迷游戏吗

家长态度是防沉迷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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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秦陵博物
院兵马俑博物馆里游客络绎
不绝。国庆假期前 4 天，秦
陵博物院接待游客 10 万多
人次。 袁景智 摄

①

10 月 5 日，市民游客
观看秦腔表演。

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打
造了“知秦生活节”，以“欢度
国庆 歌唱祖国”为主题，将
摇滚、秦腔、武戏集于一方戏
台，使传统戏曲衍生出鲜活
的生命力，受到市民游客的
欢迎。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②

国庆假期，西安城墙
景区推出“唐韵风华·礼迎天
下”场景式互动文艺演出，通
过金甲武士巡游、大唐运动
会、唐妆俪人等 10 大场景式
互动演出，打造“文物活化之

旅”体验季，让市民游客在众多互动游戏与精彩
节目中，感受千年城垣的盛唐魅力。杜成轩 摄

③

权益要清楚

法定节假日加班
“打工人”能否薪酬翻倍或拒绝加班

据新华社电 北京冬奥组委消息，随着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
布，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艺术字体（冬奥专
用艺术字体）正式亮相并投入使用。

在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会徽、吉祥物、
色彩、核心图形、口号、艺术字体等奥运元素
都发挥着重要的品牌传播作用。其中，冬奥
专用艺术字体应用更加广泛，已逐渐成为推
动奥运形象景观设计的重要视觉元素。

据悉，2019年 8月，国内专业研究机构、
专业院校联合致函北京冬奥组委，商请为
北京冬奥会设计开发一套专业字体，并无
偿提供给北京冬奥组委使用。随后，设计
团队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按照从“临写到设
计”的字体设计方法开展字体设计，并分别
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开展学术讲座、指导西

文字体设计。2021 年 5 月，在文字研究专
家、书法界名家的指导下，设计团队进一步
提升了冬奥艺术字体的书法艺术内涵，逐
步完善形成了冬奥专用艺术字体。

这套冬奥专用艺术字体设计灵感来源
于中国传统书法，融合了魏碑与行书的字形
与笔画结构特点，同时结合了会徽和赛会印
鉴“BEIJING2022”的图形特征，既体现中国
文化特质，又展现现代审美、运动、科技等内
涵，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汉
字魅力，将中国文化通过视觉的形式充分展
现在全世界观众面前。

未来，冬奥专用艺术字体将被展示在口
号、标题、宣传语等奥运元素中，广泛应用于
城市及大型活动中，并将在赛后成为重要的
冬奥文化遗产。

本报讯（毛蜜娜）根据陕西省气象台预
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预计 10月 8-11日
我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累积降水
量：陕北 5～15 毫米，关中、汉中 10～40 毫
米，商洛、安康 5～20 毫米。其中 8 日陕北、
关中阴天转小雨，陕南有小雨；9 日全省小
雨，延安南部、关中大部、陕南西部有中雨，
秦岭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10-11日陕北南
部、关中、陕南西部有小雨，宝鸡南部局地有
中雨，秦岭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 10 月 9-11 日
我省有一次明显降温、吹风天气过程。过程
日平均气温：陕北下降 6～8℃，关中下降 4～
6℃，陕南下降 4℃左右，其中榆林西部及北
部局地、延安西部局地、秦岭山区可达 8～
10℃。陕北、陕南最低气温出现在 10日和 11
日早晨，关中出现在 11日早晨，最低气温榆
林西部及北部-2～0℃，榆林东南部、延安、
关中西部、秦岭山区 1～3℃，关中东部 4～

8℃，陕南 9～13℃，榆林、延安
将有轻霜冻出现。9日陕北、关
中北部有 5～6 级偏北风，阵风
可达 8级以上。

陕西省气象台特别提示：
受前期降雨和本轮降水影

响，全省多地土壤含水率高度饱
和，地质灾害有滞后性，请相关
地区和部门持续高度防范。

此次过程降温幅度大、最低气温低、伴有
大风，特别是陕北出现霜冻，提请相关部门做
好相应防范准备，减少大风、降温、霜冻天气对
农业、畜牧业等的不利影响。

秦岭山区有弱降雪，需特别注意防范其导
致的道路湿滑、积雪结冰、低能见度等对旅游
和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
新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寒保暖，保障健康
和出行安全。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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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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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降温了，请准备穿秋裤

全省将出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
局地有霜冻和雨夹雪

据新华社电 《2021
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
北京时间10月8日9时39
分迎来“寒露”节气。此
时节，荷败蝉噤，桐残叶
黄，千里霜铺，鸿雁南归，
呈现出一派深秋景象。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说，每年公历的10月7日、8日或9日，太阳
到达黄经 195度，为“寒露”节气开始。此时
节，北半球阳光照射角度明显倾斜，地面接收
的阳光热量显著减少，白天秋高气爽，夜晚冷
若冰霜，因此“寒露”成为二十四节气中第一
个带“寒”字的节气。

由于“寒露”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
和转折，之后气候更凉，气温更低，标志着深
秋来临。那么，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保
健？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
说，“寒露”恰值热冷交替，阳气渐退，阴气渐
生，人的生理活动一定要适应自然界规律，以
确保体内阴阳平衡。科学安排衣食住行，使
身体同步适应气候变化，对公众十分重要。

伤风受凉是此时节感冒的主要诱因，“寒
露脚不露”，一定要随时注意增添衣物，注重
足部保暖，穿着保暖性能好的鞋袜，坚持温水
浴足和穴位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加强户外锻炼并持之以恒，以增强体
质。老年人宜散步、慢跑、打太极拳，中青年
可跑步、爬山、打球等；平日要注意劳逸结
合，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还要学会保持
良好的心态，因势利导，宣泄积郁之情，培养
乐观豁达的胸襟。

“金秋之时，燥气当令”。饮食调理应遵循
“养阴防燥，润肺益胃，平衡五味”的原则，适当
多食甘、淡、滋润的食物，少食辛辣，以防咽干
口燥，而润燥多汁的各类水果，当为首选。常
吃萝卜、冬瓜、白菜、莲藕以及豆类、海带、紫
菜、银耳、芝麻、乳制品等，既能生津止渴、润肺
清心，又可利肠解毒，调整血压，静心安神。

风入蒹葭秋色晚，气冷露凝雁南归

今日9时39分“寒露”

寒露柿皮红，摘下去赶集。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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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日期间，新能源车主在高速公路服
务区排队4小时充电的新闻上了热搜。新能
源车充电难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不可否认，车流量陡增是新能源车充电难
的一大原因。然而，“充电一小时，排队四小
时”的尴尬，值得反思。新能源车充电难的原
因是什么？是充电桩安装数量不足？还是检
修不及时导致故障率较高？面对节假日如此
大的车流量，是否可做一些应急准备？比如，
在需求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储备一些移动充
电桩，以便应急使用，等等。

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充电桩基础设施
建设的大力推进，新能源车充电难问题已经
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是，公共充电桩利用
率偏低、私人充电桩安装率不高的问题依然
存在。一方面，随着新能源车普及率不断提
升，部分地区充电桩数量不足，影响了新能源
车的使用体验；另一方面，由于布局不合理、
维护不到位，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故障桩和“僵
尸”桩，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闲置。此外，由
于车桩生产企业较多，标准不够统一，充电接
口不兼容的情况仍然存在。

一些地方充电桩“有人建，没人管”的问题
也需引起重视。据网友反映，一些高速公路服
务区充电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严重影响了
使用效率。有些充电桩无电源接入，还有些充
电桩出现问题联系不到服务商。面对不断增
长的新能源车充电桩，专业检修和维修人员也
必须及时跟进，确保设备能够正常使用。此
外，相关部门还要对充电桩产品质量和实际使
用进行有效监督，鼓励服务商提供优质服务，
严厉打击个别企业骗取补贴资金的现象。

小小充电桩，一头连着民生，一头直接影
响到汽车大市场。目前，构建布局合理、高效
完善的充电服务网络已成为亟待突破的关键
点。相关部门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为解决

“在哪建”“建多少”问题提供数据支持，还可尝
试探索加强公共桩、个人桩的入网和互联互
通，提高充电使用效率，实现资源共享。只有
切实解决充电
难题，才能让新
能源车真正走
进千家万户。

（郭存举）

新能源车充电难不可小觑

北京冬奥专用艺术字体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