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激励广大青年
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需要风气营造和政策激励 ，
更需要强有力的战略谋划和
制度创新， 用坚强有力的制
度为青年人学技术、 钻技能、
专心搞专业创造提供源源不
断的保障。 要站在时代潮头，
以世界眼光、 中国视角统筹
布局技能工人成才成长发展
这一重大战略性课题。

近日， 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节目 《问政山东》 曝
光了山东省平度市应急办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人信息一
事 ， 引起舆论关注 。 事件中 ， 栏目记者在发现非
法排放的露天采坑后， 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安监办。
10分钟后， 就有人打电话威胁记者。 （9月23日 《法
制日报》） □老笔

■网评锐语

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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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朋友圈“精装修”实在没必要

以强有力的制度创新保障技能工人成才报国

文明养犬应成为
每个养犬人的自觉

■劳动时评

木须虫：“移动互联时代，该
怎样保护个人信息？”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刚刚结束， 关于如何切
实保障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的讨论
引来各方聚焦。 更好地保护个人
信息，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加强立
法，加强监管，必须加快，这也是
近些年的热点话题。但同时，如何
提高用户的自我防卫意识与能
力，也值得去思考与研究。

个人信息安全
自我防护不可缺失

盛人云 ： 9月15日 ， 北京一
小区内一对男女遛狗时没拴绳，
险些导致一名儿童被小狗追到咬
伤 ， 随后遛狗女子抱起狗就要
走， 孩子家长上前追问养犬者为
何不道歉时， 不仅遭到养犬男子
竖起中指辱骂， 还被养犬女子讽
刺 “被咬了就是活该”。 事件被
微博曝光后， 网友在评论里一边
倒地对遛狗男女进行了谴责。 养
犬小事， 乃民生大事。 希望每个
养犬人都能从这些 “小事 ” 做
起， 让文明养犬、 规范养犬成为
每个养犬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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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网站上只要花几元
钱 ， 就能给社交朋友圈来一次
“精装修 ”， 打造各种 “高端人
设”。 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 用
来在社交朋友圈里秀高端、 晒品
味、 炫财富的图片和短视频， 在
网上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 在朋
友圈打造虚假的 “高端人设” 已
悄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业
内人士指出， 花钱打造 “人设”
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微商从业者、
有虚荣心的网友以及抱有吸引异
性心理的年轻人 。 （ 9月 24日

《工人日报》）
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今

天， 很多人彼此间的第一印象都
是通过社交朋友圈获取， 于是不
少人在虚荣心的唆使下， 就花钱
给朋友圈进行一次次 “精装修”。
本来， 为了把人生过得精彩， 适
当追求一下生活的精致度未尝不
可， 可这种 “高端人设” 就形同
于在说谎， 有了第一个谎言， 就
得用一个又一个谎言去包裹， 长
此以往， 就天天生活在了虚拟的
谎言世界不能自拔， 虚荣心也会

越来越膨胀。 在朋友圈流行着一
句名言： 一个人越是晒什么， 越
是表明他缺什么。 所以， 对于朋
友圈秀出来的 “高端人设”， 很
多人都心知肚明， 只是不去拆穿
罢了。

作为新时代的微信用户， 实
在没有必要被朋友圈那种 “高端
人设” 所绑架， 与其把心思花在
虚拟之中自欺欺人， 徒增别人的
鄙夷； 还不如踏踏实实工作， 一
步一个脚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充
盈人生。 □徐建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我国技能选手在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
他向我国参赛选手和从事技能人
才培养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祝

贺。 习近平指出： 要健全技能人
才培养 、 使用 、 评价 、 激励制
度， 大力发展技工教育， 大规模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加快培养大
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 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
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千
千万万的技术技能人才， 是新时
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必然要求。对此，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指出： 劳动者素质对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
要。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技能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资
源， 是促进产业升级、 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可以说， 提
升劳动者素质， 加快技术工人队

伍建设， 已经成为我国加快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围绕这
样的战略性目标， 迫切需要进行
战略性谋划， 也要求我们站在时
代潮头， 以世界眼光、 中国视角
统筹布局技能工人成才成长发展
这一重大战略性课题。

现在全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
高技能工人是国家的宝贝， 技能
报国是亟待弘扬的时代精神。 但
如何推进技能工人的培育、 激励
广大青年走技术成才技能报国之
路， 尚有诸多重大问题需要严肃
地分析和研究。 总的来说， 我们
应该继续从风气营造 、 政策激
励、 培训改革和技能发展等方面
重点发力 ， 争取在较短的时间
内， 让青年走技能报国之路有更
宽阔的前景、 更通畅的渠道， 让
广大青年技能人才觉得有奔头 、
有干劲。

而拓展青年人走技能报国的
通道最为关键的， 当然还是进行
重大的制度创新， 以强有力的制
度为青年人学技术、 钻技能、 专
心搞创造提供源源不断的保障。

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
出 ， 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 、 使
用、 评价、 激励制度， 大力发展
技工教育，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 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中国古代哲人有言： “非知
之难也， 处知则难也。” 意思是
说， 懂得道理并不很难， 明智地
处理问题才更难。 现在全社会已
经痛切地认识到， 中国制造尚处
于大而不强的阶段， 中国创造依
然受 “缺芯少魂” 的制约， 这其
中缺少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和高技
术工人是瓶颈中的瓶颈。 这个根
本性的短板得不到弥补， 中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就是沙滩上筑
城堡。 所以， 当务之急就是要革
故鼎新， 大胆地破除一切不利于
产业工人和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的
陈规旧律，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为
技能工人成才报国廓清尘雾、 开
拓道路。

在刚刚闭幕的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上， 我国选手共获得16金
14银5铜和17个优胜奖， 位列金
牌榜 、 奖牌榜 、 团体总分第一
名。 这充分说明我国青年职工朝
气蓬勃， 具有强大的技术竞争潜
力。 只要全社会将技术工人和技
能人才放到更高的平台上， 让其
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们就
一定能够做出不负时代的重大贡
献 。 让我们统一思想 ， 振奋精
神， 以更加果决的勇气推动各项
配套制度改革创新， 迎接一个更
加璀璨的强大的中国创造时代。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为了健康
请远离电子烟

儿童用药须尽快告别“掰和猜”

□本报评论员 周兴旺

据了解 ， 目前我国现有的
3500多种药品中， 专供儿童使用
的剂型仅有60多种。 我国专门为
儿童生产的药品不足5%，90%以
上的药品没有 “儿童版”。（9月23
日《羊城晚报》）

儿童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消费
市场， 所以市场上凡是涉及到儿
童需要的商品， 几乎都有 “儿童
装”，从童鞋、童装到各类儿童食
品，不一而足。但是另一方面，当
父母带着生病的孩子去医院看病
或去药房买药的时候却发现，几
乎所有的药品都没有儿童剂型，
而只能在成人剂型的基础之上减

轻分量服用。 于是医生开给儿童患
者的处方中经常出现诸如 “儿童
酌减”“四分之一片”的字样。

而在一些药品的包装说明书
上， 甚至根本没有儿童剂量的规
定，只有“酌情酌量使用”或者是
“根据医生指导用药”等模糊的提
示。但“酌情酌量使用”，到底依据
什么“情”，如何决定“量”？结果家
长回家给患儿服药的时候， 也只
能约摸着来， 这就有了儿童用药
剂量靠“猜”，用法靠“掰”的说法。
而药品不是食品， 多了可能带来
药物的不良反应， 带来健康乃至
生命风险，少了又影响疗效，达不

到治病的效果。
我们知道， 儿童药品市场的

完善、儿童用药的安全，既离不开
市场的自我调节、利润激励，同时
又离不开政府在法律法规、 政策
制度上的引导、倾斜。这其中牵涉

到药企、医院、医疗卫生主管部门
等等，所以既需要做好彼此之间
利益的平衡 ， 又需要做好各方
关系的协调， 需要主管部门积极
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

□苑广阔

当地时间9月20日 ， 美国
连锁超市品牌沃尔玛宣布将停
售电子烟， 该规定适用于美国
境内的所有沃尔玛门店 。 （9
月24日 《北京青年报》）

据了解 ， 今年早些时候 ，
沃尔玛将允许在其商店购买香
烟的最低年龄提升至21岁。 当
时沃尔玛就表示可能会停售在
青少年中流行的 “甜味电子
烟”。 美国最大零售巨头的这
一决定或将影响其他商店。 在
美国， 主流媒体也开始终止与
电子烟生产商的合作。

电子烟， 又名加热不燃烧
卷烟，它是通过雾化等手段，将
尼古丁等变成蒸汽后， 让人们
吸食的一种新型烟草产品 。由
于电子烟不产生传统香烟所有
的烟雾， 所以就更容易误导消
费者，使其产生安全、健康的错
误认知。可事实上，多数电子烟
产品却既不绿色、也不健康。

首先， 电子烟很难达到戒
除烟瘾的功效， 反而容易使人
产生新的依赖， 甚至由此开始
吸食传统烟草。 其次， 电子烟
产品的质量堪忧 ， 良莠不齐 ，
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
范， 很多劣质产品非但不能减
少传统烟草的危害， 反而会对
吸食者造成新的伤害， 特别是
对相对脆弱的呼吸系统。

因此， 是时候向电子烟说
不了。 事实上， 不仅是美国或
其它国家， 国内也正在对电子
烟的危害形成共识并开始采取
行动。 今年以来 ， 已有杭州 、
深圳、 香港等城市先后宣布或
提议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 。
国家卫健委也正在计划通过立
法方式对电子烟进行监管。

看来， 禁止或限制电子烟
的吸食已是大势所趋。 在这种
形势下， 公众也应增强对电子
烟危害的认识了解， 不管当前
相关禁止政策有没有落地 ，为
了自己的健康， 都应当未雨绸
缪、先行一步，最好是自觉 、主
动远离电子烟， 别上那些无良
奸商虚假宣传、恶意误导的当。

□徐建辉

■世象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