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与满分之间， 仅差一双××中考鞋” “迅速
提高立定跳远10—20厘米， 男子1000米、 女子800米
迅速提高20—40秒” ……中考体测前夕， 一种宣称能
提高跑步、 跳远成绩的中考体测鞋在市场上热销。 这
种被商家称为 “中考利器” 的产品是高科技 “提分神
器”， 还是商家忽悠消费者的噱头？ （4月29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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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漫
漫征途， 是奋斗成就伟业； 打开
历经岁月变迁的人民生活画卷，
是劳动创造幸福。 在 “五一” 这
个崇尚劳动、 赞美劳动者的日子
里， 我们向全市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各
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站在这个时间节点抚今追昔， 使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劳动的意
义、 奋斗的价值。 从1920年5月1
日李大钊先生撰写 《“五一” 运
动史》 发刊词开始， “五一” 落
地中国已有一个世纪的时间。 长
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 工人们学
唱 《五一纪念歌》 的声音犹在回
响。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时间里，
工人阶级作为党最坚实最可靠的
阶级基础， 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勇敢地担负起历史使命， 历经如

火如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 通过
革故鼎新、 自强不息的奋斗， 铸
就了改天换地、 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 使鲜红的党旗上作为工人
阶级象征的铁锤始终光彩夺目、
熠熠生辉。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百年历史雄辩地证明，
劳动者的力量， 一直在有力地推
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劳动者的精神， 已经成为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涵。 这些
精神财富跨越时空， 生生不息、
历久弥新， 已深深融入广大劳动
者血脉之中， 为我们源源不断提
供着丰厚滋养。

迈入新时代以来， 奋发有为
者千千万万。 今年五一前夕， 北
京市对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个
人和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 发布
了第二届北京大工匠。 他们之中

有科技创新一线的 “排头兵 ”、
重点项目建设的 “领头雁”、 平
凡岗位上苦练内功的劳动者……
他们在抗疫斗争中挺身而出， 在
复工复产中坚定前行， 在科技自
立自强中勇攀高峰， 在决胜全面
小康中攻坚克难， 在决战脱贫攻
坚中勇于担当。 他们用实干和担
当， 诉说着一个个攻坚克难的故
事， 标记出一个个不忘初心的步
伐 ， 生动诠释和丰富了新时代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
神” 的内涵， 标注出首都一代又
一代建设者奋斗的精神底色， 成
为新时代北京最好的 “名片”。

成就载入史册， 未来正在展
开 。 今年是 “十四五 ” 开局之
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已经开启。 当前， 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
首都发展与党和国家的使命更加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望过往的

奋斗路， 眺望前方的奋进路， 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 大力弘扬 “劳
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吹响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号角，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吹响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号
角 ， 让我们大力弘扬 “劳模精
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广
大劳动者要主动追寻首都工人阶
级的红色足迹， 以劳模先进为榜
样， 学习他们听党话跟党走的政
治本色、 勇创新争一流的责任担
当、 学本领强技能的进取精神、
讲团结促和谐的大局意识， 鼓起
奋进新征程的精气神； 吹响新
征程上接续奋斗的号角， 让我们
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 ， 广大 劳
动者要从百年奋斗史中砥砺志
气、 骨气、 底气， 以自强不息的
进取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理
念， 努力掌握新知识， 增强新技
能， 成为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
型劳动者 ， 永葆工人阶级先进

性； 吹响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号
角 ， 让我们始终关心关爱劳动
者， 要深入开展 “我为职工办实
事” 实践活动， 实实在在从保障
职工就业权、 收入权、 安全权、
保障权、 参与权、 职业发展权入
手， 研究解决劳动者最关心、 最
忧心的实际问题， 让尊重劳动的
文化蔚然成风， 让劳动精神薪火
相传。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历史中， 有属于未来的东西。 我
们坚信 ： 我们跨越的每一道难
关， 都将成为开启未来的钥匙；
堆砌的每一块砖石， 都将为国与
家的发展筑牢根基。 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 用奋斗的双
手， 托举起壮阔的未来， 为实现
“十四五” 开好局、 起好步， 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吹响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号角
■社论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噱头

■有感而发

坚决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

■世象漫说
斩断网络摄像头
黑色产业链

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
大有可为

刘天放：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532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
69.9%的受访者表示今年 “五一”
会陪父母出游。 子女有空闲时间
应该多陪父母到处走走看看。 在
五一小长假把陪伴父母旅游作为
一个重要选项， 不忘父母的养育
之恩，那么，这次小长假必将过得
更温馨。

陪伴父母出游
让五一假期更温馨

付彪： 近日，有不法分子破解
大量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摄像
头，售卖拍摄内容，给人们隐私安
全带来威胁。专家指出，应采取技
术措施与法律手段， 斩断贩卖公
民隐私的黑色产业链。 斩断网络
摄像头黑色产业链，需多管齐下，
有关部门要从生产环节强化监
管。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主体的
优势力量群防群治， 共同打击网
络摄像头隐私贩卖等犯罪行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 4月 29日表决通过
《反食品浪费法》， 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反食品浪费法》 规定，
公务活动用餐不得超过规定标
准； 商家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
餐， 最高罚1万； 食品生产经营
者严重浪费， 最高罚5万等。 （4
月30日 央视网）

坚决向 “舌尖上的浪费” 说
不。 让 《反食品浪费法》 真正落
地， 首要的是要做到有法必依，
明确具体执法机关的执法落实到

位是关键点。 就以禁止吸烟有关
法规的实施为例， 多年来其执行
落实的程度彰显很大的不足， 其
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执法的偏软，
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 贯彻落实
《反食品浪费法》 人人有责。 在
贯彻落实中， 各级党委政府要教
育党员 、 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 发挥各级纪检监察和新闻媒
体的监督作用， 对党员、 干部违
反 《反食品浪费法》 予以处罚和
曝光， 引领全社会厉行节约。 扩
大监督范围， 把人民群众的监督

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把法律惩
罚和社会公德监督机制紧密结合
起来， 加大惩罚力度， 使食品浪
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谁知盘中餐 ， 粒粒皆辛
苦”。 弘扬传统美德， 保障粮食
安全 ， 让防止食品浪费有法可
依。 节约是一种风尚， 是一种习
惯， 需要在立法、 宣传、 教育等
多方面合力下功夫， 在全社会营
造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的氛
围， 树立起勤俭节约、 反对浪费
的良好社会风尚。 □潘铎印

与中车集团南口机车厂共建
大师工作室， 开展五年一贯制高
职试点， 增强为铁路企业和首都
轨道交通事业的人才供给能力；
与科大讯飞集团共建智慧城市工
程师学院， 让高铁插上智慧的翅
膀……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联合
中国铁道博物馆等单位近日举行
纪念詹天佑先生诞辰160周年暨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现场与多家
单位签约 ， 共同培养高技能人
才。 （4月29日 《劳动午报》）

培养技能型人才， 需要加大
对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的支持力度，扩大办学规模，完善
办学制度，提高教学水平，加强校
企合作。因此，北京铁路电气化学
校与多家企业签约合作育才，构
建产教融合良好生态， 加快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值得推崇。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
步， 高技能人才在各个领域、 岗
位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 利于发挥出学
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 共同培养
社会与市场需要的人才， 是职业
教育办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有助
于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教学
与生产的结合。 校企双方互相支
持、 互相渗透、 双向介入、 优势
互补、 资源互用、 利益共享， 是
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 促进生产
力发展， 使教育与生产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

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大
有可为。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 推进校企合作， 既要深入
推进育人方式、 办学模式、 管理
体制、 保障机制改革， 也要加大
制度创新 、 政策供给 、 投入力
度， 依靠改革提升教育质量， 通
过制度夯实发展基础。 相信随着
校企合作保障制度的健全， 将会
促进校企之间更加紧密地合作，
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技术人
才， 让更多的能工巧匠为 “中国
制造” 筑牢发展根基。

□沈峰

“劳模主题专列”能更好地弘扬劳模精神
光荣属于劳动者， 幸福属于

劳动者。4月28日，杭州地铁2号线
上， 浙江省首个全国劳模主题专
列发车，在这里，劳模是主角、是
明星，车门上印着他们的工作照、
车窗上贴着他们的金句……劳模
形象成为乘客眼中最美的风景，
弘扬劳模精神成为最美的风尚。
（4月29日 《浙江工人日报》）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 浙江省
总工会在杭州地铁2号线列车的
各车厢内， 将原广告位内的商业
广告全部用于宣传全国劳动模范
的内容。 乘客可随时领略劳模风
采， 学习劳模精神。 可谓是别开

生面， 富有创意。
近年来， 地铁车厢内的广告

是很热门的， 因为客流量大， 又
是流动的宣传媒介， 影响力自然
就大， 所以一些单位和个人不惜
花大价钱来做商业宣传。 最引人
注目的往往是一线明星的代言广
告， 一张张大照片， 露脸的多是
大明星。 笔者并不反对在地铁上
做各类明星代言的商业广告。 可
我们这个社会要发展进步， 仅提
高一些明星及明星所代言产品知
名度还是不够的。

其实， 高质量的产品最终还
是员工干出来的。 没有一流的员

工， 哪来一流的产品？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 ， 多宣传劳动模范事
迹， 弘扬他们的精神， 我们的社
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 一个企业
成功与否， 最终还是靠全体职工
的努力。 宣传职工中优秀代表，

不仅发奖金、 颁证书， 而且在列
车车厢内用大幅广告宣传， 让他
们也成为闪亮的 “明星”， 这个
宣传形式好！ 有利于在全社会营
造学习劳模、 崇尚劳模、 争当劳
模的浓厚氛围。 □周家和

———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