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健康 ， 不仅涉及 到
个人权益 ， 也是岗位工作所
需 ，更是家庭幸福的基础 。健
康管理是对个人或人群的健
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
过程 。 其目的 ， 就是调动个
人 、集体和社会的积极性 ，有
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
最大的健康效果 。 职工健康
管理 ， 需要顶层设计和系统
规划 ，也需要政府 、社会团体
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

贵州省环保厅日前通报了一批上半年违法典型案
件， 三家企业因私设暗管违法排污被查处。 （新华网
８月７日） □毕传国

近年来， 我国传统的职业病
形势依然严峻 ， “十二五 ” 期
间， 我国新发职业病特别是新发

尘肺病报告数仍呈上升趋势。 此
外， 随着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快
速发展， 新的职业病危害陆续出
现， 职业病危害辨识和治理工作
难度进一步加大。 系统而科学的
职工健康管理亟待提上日程 。
（8月8日 《工人日报》）

职工健康， 不仅涉及到个人
权益， 也是岗位工作所需， 更是
家庭幸福的基础。 健康管理是对
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
全面管理的过程。 其目的就是调
动个人、 集体和社会的积极性，
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
大的健康效果。 职工健康管理，
需要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 也需
要政府、 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共同

努力。
可实际上， 我国职业病防治

形势不容乐观， 职工健康管理工
作也有待进一步发展。 以职业病
防治为例， 尽管有职业病防治法
做保障， 但在实施中还存在着职
业卫生监管和职业病防治服务能
力不足， 部分地区基层监管力量
和防治工作基础薄弱， 对重点职
业病及职业相关危害因素监测能
力不足等问题。 这就导致了职工
健康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同时， 职工健康管理， 一是
职工对健康认知不足， 缺少科学
认知， 甚至对健康生活方式不屑
一顾； 二是公共服务不到位， 加
大了职工健康风险； 三是企业重
视不足， 甚至存在侵害劳动者权

益的现象。 这些， 均为职业病防
治， 以及职工健康的管理设置了
重重障碍。

国内外大量预防医学研究表
明， 在预防上花1元钱， 就可以
节省8.59元的药费， 还能相应节
省约100元的抢救费、 误工损失、
陪护费等。 这就需要用人单位、
劳动监察部门 ， 乃至卫生等部
门， 为广大职工做好健康管理，
而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现代化的人
力资源管理模式， 在改善职工工
作环境基础上， 加强职工健康管
理， 无疑会成为用人单位留人的
一大资本。

因此， 一方面用人单位应该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切实履行好
主体责任， 如制定职业病危害防

治责任制、 确保工作场所达到职
业卫生要求、 不定期进行职业病
危害检测等； 另一方面也可以和
医疗单位进行合作， 对职工的健
康状况进行建档立案， 组织定期
体检， 帮助职工掌握自身健康状
况，以便对一些疾病及早诊治。

再者， 借助工会的力量， 通
过上下贯通的工会组织网络、 职
工帮扶中心以及工人疗休养院
等， 积极为职工服好务 。 当然，
作为职工自己， 也应强化自我保
护意识以及维权能力， 规避不良
的 工 作 环 境 和 不 良 生 活 方 式
带 来 的伤害 ， 确保自己的身体
始终保持健康状态， 这既是个人
和家庭幸福的需要， 更是岗位安
全之必需。

付彪： 8月5日，网友“蕉门客”
发微博称， 疑似山西省政协办公
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
在一个公务员考试培训群里索要
红包， 并公开贴出收到的红包截
图。8月6日，涉事者表示，自己是
酒后在微信群失言，犯了错误，目
前组织已对他进行了处理。 微信
互动性强，容易出现吹吹拍拍、滥
发红包等情形，如果党性不强、定
力不够，势必有人察言观色、投其
所好。因此，作为党员干部，一定
要严防糖衣炮弹侵袭。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私设暗管

□杨李喆

加强职工健康管理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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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开学“第一课”应传授防骗知识

■每日观点

学习APP惊现“黄段子”
折射平台监管缺失

杨朝清： 据南京儿童医院儿
童保健科主任医师李晓南介绍，
南京 70 万中小学生中 ，14 万左
右超重或肥胖。“肥胖低龄化”不
能将板子全部打在孩子身上，只
有对“肥胖低龄化”引起足够的重
视， 家长与孩子对生活习惯与生
活方式进行自我调适， 让营养更
均衡， 让运动得到更多的价值认
同，“小胖墩”才会越来越少。

微信群内岂容
肆意索要红包

对“肥胖低龄化”
要引起足够重视

■世象漫说

市政休闲带可让游人品味“最美大街”
学生们能借助电子设备或

者学习类APP， 固然是一件好
事。 不过， 近日， 成都市民吴
女士却特别焦心， 15岁的弟弟
小鑫 （化名） 迷恋上一款名为
“学霸君 ” 的APP。 一次不经
意的撞见， 吴女士在这款APP
中发现不少 “黄段子”。 近日，
另一款在学生中使用者不少的
APP “作业帮 ”， 也被家长曝
出内含不少 “黄段子”。 （8月
8日 《成都商报》）

记者调查发现， 暗藏 “黄
段子 ” 的学习APP远远不止
“学霸君” 和 “作业帮” 这两
个， 其中部分APP中的 “黄段
子” 尺度之大， 连成年人都感
到震惊。 这种现状， 让广大父
母家长焦虑不已， 尤其是一些
中小学生打着学习做作业的幌
子， 结果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
里浏览 “黄段子”， 这对还没
有建立起明确的价值标准和是
非判断的未成年人会带来何种
影响， 可想而知。

客观而言， 这些手机学习
APP的兴起， 对孩子们的学习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而对
于大多数家长来说， 也乐见孩
子们在学习APP的帮助之下进行
自主学习， 因为这一方面可有让
那些平时工作事业繁忙 ， 无暇
顾及孩子学习的家长省了不少
事儿。 但是， 如果让父母家长
自己来做选择的话， 绝大多数
人宁愿不要这些学习APP， 也
不要孩子看到这些 “黄段子”，
毕竟这些诲淫诲盗的 “黄段
子” 对未成年人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实在太大了。

学习成了浏览 “黄段子”，
问题显然出在推出这些学习类
APP的平台方。 虽然这些 “黄
段子” 并不是平台方自己放上
去的， 而是由用户自己发布出
去的， 但是平台方理应承担监
管和清理的责任。 实际上， 对
于平台方来说， 通过技术手段
来对这些与学习无关的不良信
息进行监管、 清理和屏蔽， 并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 更何
况， 除了技术手段， 还可以通
过用户举报、 工作人员自己去
“巡查” 等等来发现不良信息
并予以清除。 □苑广阔

记者昨日从教育部网站获
悉， 在高校新生录取报到之际，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向各级各
类学校、 尤其是高等学校发出预
警： 学校可以放假， 资助工作不
能放假。 教育部特别强调安全提
醒要到位， 要让新生知晓诈骗分
子惯用的行骗伎俩 。 （8月8日
《北京青年报》）

暑假快要结束了， 不论是中
小学还是大学 ， 都在准备开学
“第一课”。 有的把 “第一课” 的
内容设计成道德讲堂 ； 有的把
“第一课” 的内容设计成生活讲
堂； 有的把 “第一课” 的内容设

计成礼仪讲堂。 应该说， 这些都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也都是需要
做的事情。 但是， 笔者更希望的
是， 我们的开学 “第一课” 能够
更加注重实用性。 何不把 “防诈
骗” 当成开学 “第一课”？

最近这几年， 涉及学生的诈
骗案件逐年增多。 尽管说， 打击
的力度越来越大， 打击的标准越
来越高。 可是， 你也不能否认的
是， 还是有很多学生落入了陷阱
里。 这说明一点， 对于涉及学生
的诈骗来说， 打击只是一个方面
的手段， 要想真正减少此类犯罪
和侵害， 让学生提高防诈骗技能

才是最根本的途径。
面对涉及学生的诈骗， 再严

厉的打击都不如自身的防范。 这
就需要我们把 “防诈骗” 作为一
门必要的知识进行传播。 不妨设
计一堂 “防诈骗” 的开学 “第一
课”， 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设
计出 “幼儿版”、 “小学版”、 “中
学版”、 “大学版” 的教材。 将最近
这几年多发的诈骗形式进行梳理
整合， 列举出诈骗的特点， 给出
识别的办法以及应对的措施。 只
有让学生们自身具有了“防毒的
能力”， 才能减少涉及学生诈骗
案件带来的伤害。 □郭元鹏

素有 “一街看尽700年历史”
之称的阜成门内大街， 是老舍笔
下的 “最美大街”。 昨天， 西城
区阜内大街整治提升一期工程正
式启动， 未来， 这里将被打造成
尺度宜人、 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
老街。 整治提升后的阜内大街，
将从交通、 照明等8个方面映证
老舍先生 “最美大街” 的赞誉。
（8月8日 《劳动午报》）

在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
行动中， 各区都有许多高招儿。
有通过历史文化保护和创意产业
相融合， 既恢复了老旧街区历史
风貌， 也让老街区焕发出青春。
有通过连片整治 “开墙打洞 ”，
不但治理了脏乱差， 还建起了便
民菜店 ， 让百姓的生活更加方
便 。 有通过大量拆违 ， 留白增

绿， 建起了家门口的小公园， 让
老百姓不用走多远就能到达免费
的健身娱乐场所。 让老百姓真正
明白了疏解整治的目的是为了促
提升。 提升的是人居环境、 城市
品质和群众的获得感。

阜内大街改造提升工程可以
说是亮点多多， 但笔者认为， 最
突出的一条是设立市政休闲带。
将市政设施、 非机动车停车位、 石
凳、 景观绿植等全部整合集约到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约6.8
米的带状空间内， 兼具绿化和实
用功能。 人们在游览这条 “最美
大街” 时， 一是不受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的干扰， 在绿植中穿行。
二是走累了， 随时可以坐在石凳
上歇歇脚， 欣赏一下美景。 三是
可以踏踏实实选景拍照， 不用担

心突然出现高速行驶的电动自
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干扰。 市政
休闲带的设立为人们能够以最
近的距离、 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慢慢品味这条 “最美大街” 创

造了极好的条件 。 让来自外国
和 外 地 的 游 客 能 够 轻 松 自 如
地 领 略 这 条 具 有 700年 历 史 的
老 舍 笔 下 的 “最 美 大街 ” 的无
穷魅力。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