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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车内， 可以欣赏车
门、 把手、 顶棚等各处精心设计的三山五园相关
古画等展示， 扫码能阅读书籍； 望向车窗外， 颐
和园、 玉泉山、 香山等风景在眼前一一呈现。 作
为 2020年海淀区全民阅读季系列活动之一 ，
“阅看阅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主题列车阅读
空间” 开通。

点评： 推进文物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 打造
历史文化主题列车阅读空间， 不仅有趣， 更是挖
掘深厚文脉、 提升宣教传播力的有益尝试。

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
变身“三山五园号”

在中部某省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3500平方
米的车间内， 一座近两层楼高的 “教材山” 异常
醒目， 几乎涵盖中小学所有科目教材。 业内人士
指出， 我国教科书用量巨大， 教材印制越来越高
档， 若不能循环利用， 会造成很大浪费。 全国循
环用1年可省200多亿。

点评： 循环使用教材不仅培养节约意识更是
尊重知识。 让教材循环起来，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全国教材浪费惊人：
循环用1年可省200多亿

眼下， 北京供暖季已经开始， 居民遇到暖气
不热、 暖气管跑冒滴漏等一系列供热问题， 可以
拨打市区两级供热电话进行举报投诉。 其中， 市
级的供热投诉举报电话是12345市民热线， 此外
还可以拨打北京热力集团 “96069” 客户服务热
线进行举报投诉。

点评： 每年供暖季初始， 也是热力工人和相
关物业等人员最忙碌的时候， 为确保广大市民安
全温暖过冬， 他们吃不好睡不好。 所以， 希望遇
到供暖问题的居民给他们一份理解。

暖气不热、暖气管跑冒滴漏
拨打市区两级供热电话投诉

家门口就能学插花
北京将建设100家园艺驿站

北京第80家园艺驿站在东城区龙潭公园建
成开放。 该驿站是东城区继东四街道以胡同为特
色的园艺驿站后， 建成的一处以书香为特色的园
艺驿站。 明年， 全市计划再建设15家园艺驿站，
使园艺驿站总数达到100家。

点评： 让我们时刻感受生活的芬芳！ 既丰富
了市民群众的生活， 又促进了市民群众对居家生
活理念的转变， 进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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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这些年， 有关蓝领与白领的待遇与前途一直
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很显然， 如今再试图以
蓝领工作普遍强度大， 待遇低， 没什么前途来评
价的话， 只能证明自身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原
因是， 近日媒体披露的新闻， 让我们对蓝领的待
遇有了全新的乃至颠覆性的认识。

据报道， 一位专注于招聘蓝领的人力资源公
司负责人近日给江苏一家电子厂招的月薪8000元
的普工， 工人刚到现场， 就被隔壁的电子厂以月
薪1万元抢走了。 该负责人表示： “所有工厂都
缺人。” 普通工人如此抢手， 这让我们不得不认
真审视一下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了。

众所周知， 一方面是随着疫情的持续， 我国
的就业市场总体虽然平稳， 但还是有很多企业招
不到一线工人。 尤其是临近春节时， 在我国的制
造业基地长三角和珠三角， 由于工人提前回家过
年、 选择返乡就业或跳槽等原因， 企业都会经历
一波季节性的用工紧张。 很多企业， 只有机器闲
置， 却没有工人上班。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制造业
大国， 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 目前， 我国制造业
的用工缺口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 有数据显示，
到今年的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达到2200万 。 因
此， 对蓝领来讲， 不断学习， 不断提高技能也是
终身的必修课。 不再是几十年前那样， 只是纯粹
靠力气吃饭， 靠简单技能混日子， 拿工资。

如今的各大企业的现代化生产流水线， 都需
要懂技术、 懂智能的蓝领。 因为生产线变了， 对
工人的技术要求也变了。 既了解行业特性， 又懂
智能制造的工人， 就成了企业争抢的 “香饽饽”。
难怪企业争抢这样的工人， 并给予高待遇。

以往很多人的错觉是， 只有上了大学， 拿到
本科或者研究生文凭， 才是人才。 也不管这些出
自985或者211的高材生， 是否真正有一技之长，
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似乎文凭代表了一切。
不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转
变， 不看学历重能力， 也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
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我注意到， 这几年很多地方都有了工人教
授。 在蓝领工人群体中， 有很多的专业人才， 他
们通过对相关专业技术的不停磨练和持久不断的
专业领域学习， 从而获得了如高级技工、 技师、
高级技师等相关职业技能认证。 他们的职业角色
堪比工程师和专家， 是企业维系自身发展的关键
力量， 因此也是企业响当当的宝贵人才。

其实，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 没有什么职业的
高低贵贱之分， 有的是如何在各自职业领域里的
精耕细作。 有很多名校高材生， 也率先打破对职
业的偏见， 闯出了一番天地。 据悉， 在北京、 上
海这样的城市， 链家每20多个房产中介， 就有一
个毕业于双一流大学。 全国有700万外卖小哥 ，
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5%， 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1%。 也就是说， 现在有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之
后在送外卖的不算少。

可见， 不管做蓝领还是白领， 只要有一技之
长， 掌握专业技能， 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相应
的高收入。 我相信，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蓝领与白领职业的待遇分水岭将逐步打破，更
多有专业特长的高级蓝领跻身于高收入阶层。 这
就意味着， 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 只要自身的能
力适应市场需求， 都能获得相应的尊重和待遇。

高级蓝领日益走俏
是制造大国的必然趋势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虹梯关乡虹霓村地处太
行山深处， 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传统村落。 过去，
交通不便、 资源匮乏、 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等问题
使虹霓村发展受困， 全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民
都是贫困户， 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 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 农家乐、 光伏发电、 粮食精加工等产
业的发展有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如今， 虹
霓村实现整村脱贫。

点评：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相信在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全力抓好乡村振兴， 群众的生活会越过越红火。

太行山深处的虹霓村
走出多彩脱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