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两会， 有关发展职业教
育， 培养技术工人， 提高工人待
遇， 防止技能人才流失……成了
热门话题之一。 近日读到全国人
大代表、 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
郭锐接受记者采访的问答， 涉及
到其他人不大注重的话题———技
术工人的爱岗敬业与家庭传承，
以及技能人才的师徒传授价值。

郭锐从事高速动车组转向架

的装配制造， 是该领域屈指可数
的 “大工匠” 之一。 他参加工作
22年 ， 一直在生产一线摸爬滚
打， 从最初的拜师学徒， 到成为
合格工人， 又通过自学提高， 晋
升为技师 、 高级技师 ， 当过班
长 ， 代理过工段长 。 成长过程
中， 他多次遇到转岗的机会， 领
导也有意调他做管理工作。 他的
回答是： “管理岗位很多人都能
干， 自己没啥特别的。 如果转管
理岗， 就等于扔掉自己学的那些
技能、 掌握的那些知识， 损失太
大了 。 ” 这番话很实在 ， 直言
“损失大”， 舍不得； 又很理性 ，
没有好高骛远， 颇有自知之明。
他还说： “每次拿起工具， 比如
一个钳子 、 一个锉刀 、 一把手
锤， 我就感觉这个动作实际上已

经深刻在我的骨髓里了。” 应该
说， 这种 “当工人， 凭技能” 深
入骨髓的情结， 是郭锐不愿意转
岗的重要原因。 如果有更多的技
术工人对自己的岗位都有这样的
情结， 又何愁 “技工荒”？

郭锐放弃转岗的机会， 还得
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他的父
母也都是技术工人。 作为经历了
艰苦创业年代的老一辈， 他们的
工人情结更深， 也更朴素， 踏踏
实实， “从一而终”。 从这个意
义上说， 郭锐的爱岗敬业， 就是
源于一种传承。 不仅如此， 他还
把这种情结传导给了下一代 ：
“孩子大了， 觉得有一个首席技
能专家爸爸， 非常自豪。” 如果
更多的技术工人都能够这样代际
传承， 何愁产业工人大军源源不

断地扩充？
工人情结与精湛技能， 不仅

在家庭成员中传承， 更有传统中
情如父子的师徒传授。 对于带徒
弟， 郭锐有独到见解： “带徒弟
不一定要多， 而在于精。 我没有
精力手把手教几百个人， 只能教
好徒弟 ， 再让徒弟去带更多的
人。” 为了带徒 “少而精”， 他坚
持自己选徒弟， “找平时愿意学
习先进知识， 比较聪明， 要求上
进， 能吃苦耐劳的好苗子。” 以
这样的标准 “选” 徒弟， 保证了
质量， 也保证了传承。 如今， 他
的23个徒弟中已有3个资深技能
专家， 4个技能专家和几个公司
级专家。 名师高徒， 以点带面，
何愁技能人才 “断档”？

我国产业工人发展史上， 常

有几代人从事同一职业， 甚至同
一岗位的传统， 钢铁、 机械、 铁
路、 邮政等行业， 都出现过 “工
人世家”。 某些行业还产生过几
代师徒 “名人”， 说某人技术精
湛 ， 往往会说那是某位 “大工
匠” 带出的 “高徒” ……如此，
才使得产业工人队伍代代相传，
工匠辈出， 不仅令人羡慕， 而且
得到社会尊重， 真是光荣得很。

由于种种原因 ， “工人世
家”、 “名师高徒” 的传统淡漠
已久， 甚至 “断档” 了。 现在，
我们能否让它重新发扬光大起来
呢？ 这是一个课题， 需要方方面
面为之努力。 当然， 一个重要前
提是， 大力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
和经济待遇， 先让劳动和工人光
荣起来！

■长话短说

两会期间， 媒体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
中医院大学医学院教授郭玫， 就近年来网上热传的
各种养生方子进行回应。 郭玫说， 是 “药 ” 三分
毒， 即便是保健品， 也需要在安全剂量内使用， 切
忌滥用。 与此同时， 她也指出， 许多网络热传的减
肥方子、 排湿方子等， 本质仍是药方， 需要在专业
人员指导下谨慎使用， 否则很可能给肝、 肾带来负
担 ， 引起其他疾病 。 （3月12日 《北京青年报 》）

□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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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小眼镜”应成社会“大关切”

■世象漫说

让“工人世家”“名师高徒”光荣起来

“二维码时代”
防骗意识不可少

■两会观察

遏制欠薪“实名制管理”
应广为推行

祝建波： 应急车道是道路的
“生命通道”。 然而现在每到节假
日，高速公路拥堵时，部分车辆占
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的行为
依然时常出现， 还会影响交通救
援。怎样让高速出行更加顺畅、安
全， 遏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
为？在两会上，来自江苏的30位全
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 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罚款3000元、扣12分。遏
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关键不在
于严惩，而在于必惩。相关部门首
先要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 对占
用应急车道者采取“零容忍”的有
违必顶格处罚。

保“生命通道”畅通
需“零容忍”执法

天歌： 网络消费时代， 一切
都变得简单。 二维码的流行更是
极大地方便了大家的生活， 但是
二维码也成为不法分子牟取利益
的漏洞， 一些足以乱真的伪二维
码及其背后的骗术时刻都在威胁
着消费安全。 “二维码时代” 不
能见码就扫， 不能什么码都扫 ，
在扫码之前， 首先应该具备一定
的风险意识， 尤其是对于陌生人
提供的二维码， 不要随便去扫。

�由于种种原因 ， “工人
世家”、 “名师高徒” 的传统
淡漠已久， 甚至 “断档” 了。
现在 ， 我们能否让它重新发
扬光大起来呢 ？ 这是一个课
题， 需要方方面面为之努力。

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当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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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机上看到有人大代表建
议要高度重视孩子近视的问题，
北京出租车司机王国勇拍手叫
好： “这个提得特别好， 早该重
视起来。” 他最近刚给上六年级
的女儿配了一副近视眼镜， “巴
掌大个脸， 还给戴一大眼镜框，
但是没辙， 已经300多度了。” 王
国勇对此很是烦心。 （3月11日
《中国青年报》）

这位家长的烦恼代表了众多
家长的普遍焦虑。 世界卫生组织

曾经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 目前
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 青
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 小学
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 近视发
病率越来越高， 儿童发病年龄越
来越小， 甚至有的孩子三四岁就
出现了近视。 学生视力不良问题
突出， “小眼镜” 数据令人触目
惊心。

学校、 家庭和公民个体都要
把防治近视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因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提高

近视防治水平， 发挥宣传教育作
用， 让人们尤其是孩子知道近视
的严重危害， 建立健全眼部卫生
保健制度， 控制电子设备使用时
长， 多做户外运动， 培养科学合
理的膳食结构及用眼 习 惯 ， 科
学 制 定 健 康 计 划 ， 逐 步 实 现
“健 康 中 国 2020战 略 ” 的 宏伟
目标 ， 使孩子们能用清亮的眼
睛、 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灵建
设美好的未来。

□斯涵涵

□张刃

11日， 人力社保部发布该
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
发的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
法 》。 人社部相关部门介绍 ，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建筑工人要先签劳动合同再入
场， 工资支付等从业信息将纳
入实名制信息管理。 对于存在
工资拖欠的， 将可提高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缴纳比例。 该办法
从本月起正式实施。 （3月12
日 《北京青年报》）

实名制管理不仅强化了监
管，更有利于落到实处。 以往，
监管部门只能通过实地走访、
核查建筑业用工企业是否存在
拖欠工资的行为，效率较低。实
名制管理后， 管理平台打通了
用工单位、农民工、银行3个关
键环节的信息。 若未按时发放
工资， 建筑市场监管部门就可
以通过平台，及时、清晰、准确
地查询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
同时， 平台也可以及时发出预
警，大大提高监管效率。

“实名制管理 ” 无疑让农
民工吃了定心丸。 而于老板其
实也是有利的， 欠薪毕竟不会
给老板任何好处， 只会蒙受更
大的损失， 而当企业主端正经
营理念， 经营和管理步入良性
轨道 ， 也自然不会有欠薪发
生。 无疑， 对于欠薪固然要有
事后的强制执行和惩处机制，
但更要着力于防范， 而对欠薪
的防范， 既要纳入制度和法治
的轨道， 又要采用大数据等先
进的技术手段， 实名制管理体
现了这样的思路， 也可以说是
扼住了欠薪死穴。

“实名制管理 ” 的设计 ，
针对的是建筑行业欠薪的严
重， 以及其特殊性。 但实名制
管理的一些基本规范， 于其他
行业， 其实也是适用的， 而现
在普遍存在的对欠薪的监管短
板，也尤其需要“实名制管理”
来补齐，以强化监管，提高监管
效力， 加大强制执行和惩处的
力度。因此，当“实名制管理”在
建筑业开始全面实施， 其他行
业的监管，也大可根据实际情
况借鉴推行。

□钱夙伟

“已有90多个国家通过立法
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而目前
在中国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仅
为1%， 一线城市儿童安全座椅
的使用率不足5%。 所以今年两
会我提出了 ‘7岁以下儿童乘车
应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的建
议。” 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
代表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 ， 汽车在路上行
驶， 不出事则已， 一出事常常会
导致车毁人亡的惨剧， 尤其是对
车内乘坐的孩子伤害和威胁更
大。 这是因为孩子年龄小、 自我
防护能力差， 且不能正常使用安

全带、 气囊等安全设备， 如果万
一遇险， 家长的怀抱也根本无法
确保安全， 唯有使用孩子专用的
安全座椅， 才能将伤害风险降至
最低。

现行法规制度中， 尚无强制
使用安全座椅的相关规定 。 为
此， 这次郑坚江代表专门建议 ，
“从国家层面出台规定， 明确在
驾驶家庭乘用车携带未满7周岁
的儿童时， 必须配备和正确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 以保护儿童的乘
车安全。”

没有规矩， 难成方圆。 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重视代表委员的呼

声， 是时候给安全座椅的配备使
用立规矩了。 这不仅是国际上的

通行做法， 也是保障儿童乘车安
全的现实需要。 □徐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