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高技能人才， 制度
设计可以也应该倾斜。 虽然
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培育科
研人才， 让他们中的佼佼者
脱颖而出，成为工程师、科学
家， 但也不应排斥培育技术
人才， 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历
练有为，成为大国工匠。

杨维兵： 日前， 浙江省各级
党政机关公车的两侧统一喷涂了
“公车” 标识和 “12345” 监督电
话。 群众若发现公车使用有违规
违法问题， 可直接拨打热线投诉
举报。 公车统一标识后， 纪检监
察部门还需继续给力， 建立健全
媒体曝光制度和群众有奖举报制
度， 在全社会形成全方位、 多角
度、 深层次的曝光和监督体系，
将公车运行置于阳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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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末位淘汰

□韩祥瑞

大工匠严重缺乏呼吁制度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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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高考后可放松不可放纵

■每日观点

夯实信息安全基础
化解实名制困局

罗志华： 6月5日， 湖南省高
院通报一起典型案例： 法院一审
认定有140多吨医疗废物和医疗
垃圾在湖南省汨罗市古培镇一个
隐蔽的农家小院内， 被犯罪分子
仇某等人碾碎后， 销售给其在河
北廊坊等地的 “下线”。 源头才
是医疗垃圾最重要的治理环节，
而大幅降低医疗垃圾的处理成
本、 强化对医疗机构的问责和处
罚力度、 化解立案难和跨区域取
证难等执法难题， 方能实施好源
头治理。

公车统一标识后
仍需要加强监管

治理医疗垃圾
重在管好源头

■世象漫说

登山也要守“规矩”

银行员工因末位淘汰考核被解除劳动关系合
法吗？ 近日，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全省法
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黑龙江高院副
院长孙洪山介绍说， 企业为促进内部职工竞争，
在考核中实行末位淘汰， 是企业内部员工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 本无可非议。 但末位淘汰
与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能划等号。 （6月10日 《法
制日报》） □朱慧卿

从 去 年 2016年 6月 1日 起 ，
“快递实名制”作为国家行业标准
正式开始施行。根据《快递安全生
产操作规范》，收寄快递必须出示
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快递单
必须实名， 并且需先通过快递员
检查验视。如今一年多过去了，这
一举措实施效果到底如何呢？记
者调查发现，“快递实名制” 实施
一年多来， 并未严格执行， 一些
群众出于隐私考虑， 拒绝提供相
关信息， 而快递员也怕麻烦， 并
不过问， 这或许是导致 “快递实
名制 ” 持续遇冷的重要因素 。
（6月11日 《重庆晨报》）

快递实名制施行1年多，为何
效果不佳？ 快递公司担忧实名制
增加行业成本等是原因之一，但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快递用户担心
个人信息安全遭泄露， 而对快递
实名制有明显的抵触情绪。那么，
快递实名制真的与个人信息安全
保障高度矛盾对立吗， 落实实名
制必须以牺牲个人信息安全为代
价吗，两者永远无法完美融合吗？
显然不是。其实，只要快递实名制
落实中能够完善相关细节政策及
配套措施， 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
作， 理论上快递用户的个人信息
安全是可以得到有效保障的，快
递实名制远不像有些人想象中的
那样风险重重。 但由于当前公众
个人信息安全屡遭危机， 诱发了
各类骚扰、诈骗等犯罪活动，严重
损害了公众的个人利益， 使得相
当一部分公众对实名制等涉及个
人信息相关的动作， 不由自主地
会产生警觉心理和抵触情绪。

其实， 包括快递实名制在内
的实名制度， 其初衷都是促进行
业安全健康发展， 若能得到妥善
落实， 好处应是显而易见。 换言
之， 收集利用用户个人信息从来
都不是实名制的目的所在， 而实
名制与信息安全之所以从本应相
互支持促进， 变成今天这种相互
克制 “两不相容” 的境地， 完全
是落实执行当中出现了不应有的
误差。 笔者相信， 若是快递实名
制能够确保用户个人信息的绝对
安全， 祛除负面影响， 只留积极
作用， 绝大多数用户都会对实名
制举双手赞成。 □侯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
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9日透露，
截至2015年底， 我国技能劳动者
达1.65亿人， 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21%，高技能人才达4501万人，占
就业人员总量不到6%，总量严重
不足、结构问题突出、人才断档等
现象依然严重。从市场供需来看，
近年来， 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

(岗位数与求职人数的比) 一直在
1.5： 1以上， 高级技工的求人倍
率甚至达到2： 1以上， 供需矛盾
十分突出。 （6月9日新华社）

高技能人才即通常所称的
“八级工”等高技术人员，也即“大
工匠”。 需要的岗位乏人应聘，求
人倍率如此之低， 在企业靠创业
驱动、创新带动高速发展的当下，
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消息。 俗
话说，巧妇难为无米炊，缺少合适
的技工，没有高级技工，一个再有
发展前景的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也
只是美丽愿景， 尤其是在我国由
工业大国变为工业强国的情况
下，这种短板不及时补上，毫无疑
问，必然会迟滞其发展进程。

仔细分析一下， 日益成为香
饽饽的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
缺口如此之大而不能迅速改变，

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 从社会氛
围看， 重学历、 轻技能的观念还
没有从根本上扭转， 企业职工和
青年学生学习技能的积极性有待
提高。 其二，从培养程序看，技术
工人的培养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场
所甚至专业器材， 必须有一个历
练与成才的过程。其三，从体制机
制看， 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总体
不足， 培养培训机构能力建设滞
后，个人发展存在渠道窄、待遇偏
低等问题。 一言以蔽之，观念，时
间都是重要因素， 但治本或曰破
局之道，亟需的则是制度设计。

不容讳言 ， 改开将近四十
年， 高考改革四十年， 尤其是实
行市场经济以来， 我们的很多高
等学科设计是脱离市场的， 四年
或六年培养出来的学士、 硕士，
并不是企业需要的人才， 有的寒

窗四年， 却本专业没人要， 要不
就是投 “工” 从文， 被动转型，
也就是说， 自个儿四年的专业所
学基本没用。 这里， 固然有学生
的选择问题， 比如分数没达到，
不得不找一个没有兴趣也没有市
场的专业托底。 但更多的， 还是
顶层的制度设计缺陷， 高技能人
才培养投入总体不足， 培养培训
机构能力建设滞后， 当然还有个
人发展存在渠道窄， 等等。

培养高技能人才， 制度设计
应该有所倾斜。 虽然我们的高等
教育应该培育科研人才， 让他们
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 成为工程
师、科学家，但也不应排斥培育技
术人才， 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历练
有为，成为大工匠。 比如，在选拔
的范围上可以做大， 在选拔的形
式上可以多样， 鼓励各地对于名

列前茅者，给予重奖。其中分量最
重的奖励，包括授予工匠职称，拿
到相应工资， 和高学历的高知一
样，有自己的地位与荣耀。

令人欣喜的是， 一些真正重
视并抢占市场制高点的企业，早
就有了自己的制度安排， 就像一
些外企那样，重能力，轻学历，高
薪聘请，竞赛选拔，与一些职业院
校联合办学， 定向培养自己的技
术工人，大国工匠。这在某种意义
上， 是企业变被动为主动的自救
行为，是真正的物竞天择。人力与
工会组织也有意识地组织此类技
能大赛等。鉴于这些案例，面对前
述短板，那么，我们的有关部门是
该列入日程， 好好研究一下如何
才能制度破局，比如资金安排，学
科设计，专业培养，学历证书，为
泱泱大国鼎力培养大国工匠了。

高考结束， 暂时摆脱了课业
负担， 考生们可以放松一下了。
不过安医大一附院心理科主任黄
晓琴提醒， 高考前考生们承受极
大的心理压力和负荷， 考后又突
然彻底放松， 容易形成很大的心
理落差。 加上接下来还要面临估
分、 填报志愿等事项， 考生还要
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 所以绷得
太紧的神经突然 “放纵” 有害无
益。 （6月11日 《市场星报》）

高考后，发榜前这段时间，被
称为“后高考时代”，对于绝大多
数高考考生来说， 这是一段特殊
的时期， 对他们的心理也是一种

极大的考验和挑战。 现在高考结
束以后， 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公布
考试真题和答案， 部分考生一看
自己某些题目做错了，扣了分，就
会追悔莫及、郁郁寡欢，陷入焦虑
情绪当中。近年来，高考过程中以及
结束后，媒体已经报道过多起考生因
为发挥失常 ， 寻死觅活的事情 ，
对此， 不管是老师还是父母， 都
应该做好引导、 抚慰工作。

对于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来
说， 从高考前过度的紧张到高考
后过度的放松， 等于是从一个极
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很容易
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 比如

有的考生夜不归宿， 连续几天沉
浸在网吧打游戏， 不但会对身心
健康带来危害， 而且还会因为过
度的放松引发心理上的焦虑、迷
茫等等不适症状。 还有的考生天
天聚会、酗酒，同样不利于身心。

对此 ， 作为考生的父母家
人， 也要做好引导和约束工作，
不能任由考生在 “后高考时代”
把放松变成了放纵， 导致过犹不
及的结果 。 对于大部分考生来
说， “后高考时代” 不仅仅要守
株待 “分”， 还应该充分利用这
段时间， 对未来的人生进行一番
规划。 □苑广阔

6月9日15点50分， 门头沟区
妙峰山萝芭地三名驴友在登山游
玩时迷路被困山顶， 所困位置山
势陡峭， 找不到下山的路， 一时
束手无策 ， 紧急求救 。 门头沟
消防永定中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
动一辆抢险车赶往现场救援。 在
救援途中， 中队指战员用微信和
被困人取得联系 ， 锁定被困位
置 ， 在走了两个半小时的山路
后， 于18点26分找到被困驴友。
(6月11日 《北京青年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
越多的中老年人也和年轻人一
样，开始喜欢户外活动，约上三五
知己爬山，既欣赏了山中美景，呼

吸了新鲜空气， 还能和好友山南
海北一通狂聊，其乐融融。

但我们也发现， 一些中老年
朋友的登山全过程盲目性很强。
出发前， 既没有对要去的行进路
线 进 行 过详细研究和安全性论
证， 也没有携带相应的食品、 服装、
水、 药品、 登山杖、 GPS、 通讯设
备等装备。 更没有一旦遇到迷路、
受伤等特殊情况下的预案。 一旦迷
路， 脑袋就如同浆糊一般， 不知
所措。 近些年来， 北京市就曾发
生过多起中老年人登山迷路事
件， 已有多名驴友遇难。

因此， 对于喜欢登山的中老
年朋友来讲 ， 遵守登山的 “规

矩” 是最重要的一环。 首先， 应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正确的评
价。 如果患有癫痫、 高血压病 、
心脏病、 肺气肿等慢性病， 请不
要登山， 以免发生意外； 其次，
一定要结伴而行， 最好有熟悉路
线的朋友带领。 穿好登山鞋， 带

上登山杖， 带足水、 食品、 常用
药品。 在行进中千万不要离队一
人独行 ， 还要注意强度不宜过
大。 再次， 一定要有安全预案和
登山必备的装备， 特别是手机、
手台、 GPS， 一旦迷路， 立即报
警， 原地等待救援。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