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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有感而发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是社会责任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李方向： 在北京市延庆东关
十字路口， 一位老人在斑马线旁
等候， 行驶中的车辆缓缓减速、
不约而同停在斑马线前， 老人过
马路时为司机竖起大拇指。 在北
京市延庆区， 文明礼让场景时刻
上演， 生动诠释了一座城市的高
度， 不在于高楼大厦， 而在于人
文底蕴。 要改变一些驾驶员不礼
让斑马线的陋习， 除开展专项整
治外 ， 还要多设立一些抓拍设
施， 要做到零容忍、 重处罚， 让
行人出行更安全， 让斑马线成为
城市文明的标志。

守护卡车司机健康需要多方发力
有调查显示 ， 超八成

卡车司机带 “病 ” 开车 ，
这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
所以 ， 多方发力守护卡车
司机健康十分必要 。 相关
企业应该重视并行动起来。
通过定期组织体检 ， 以及
做好员工职业健康管理等，
尽快消弭卡车司机带 “病”
开车隐患。

□李雪

■劳动时评

让斑马线成为
城市文明的标志

超范围采集

劳动主题公园是弘扬劳动精神的好平台

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避免过度借贷

工会“求学圆梦行动”
提升农民工求学积极性

木须虫： 随着网络消费、 分
期付款、 持卡消费有礼等业务的
不断花样翻新， 信用卡在为普通
百姓的信贷消费提供便利的同
时， 其跟随消费时尚不断推出的
服务也刺激了年轻人的购买欲
望， 令他们热衷于提前消费。 消
费不能脱离自身的能力实际， 避
免盲目跟风攀比， 学会节制， 人
们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力求避
免过度借贷。

日前，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
区劳动主题公园建成并开园迎
客。 大量的劳动元素为鹿泉区提
升城市文化品位注入了一股来自
劳动者的魅力， 使市民在休闲娱
乐之余受到潜移默化的劳动精神
教育 。 （9月9日 《河北工人
报》）

劳动主题公园以公园自然美
景为载体， 尝试通过文化景观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
匠精神。 若将两者分开看， 确实
是各有各的美， 各展各的真谛。
若将其有机结合， 让劳模形象、
劳动精神也成为游客眼中一道优
美的风景线， 其所释放的社会正
能量 ， 不仅对提升公园整体形

象， 而且对提升城市品位有间接
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营造尊重劳
动、 赞美劳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
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这是对
劳动的诠释， 也是劳动的真谛 。
让 “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 这一
唱响新时代勇于担当的主旋律，
更好落到实处， 建一个以劳动精
神为内涵， 突出劳动、 劳模、 工
匠元素， 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劳动精神教育和熏陶的公园，
可以说是别开生面， 创新了宣传
方式， 活化了宣教内容。

劳动主题公园是晨练者， 孩
子， 大人美好的赏景之地， 游客

休闲娱乐场所， 也是倡导、 弘扬
劳动精神的宣传平台 ， 歌颂劳
动、 赞美劳动的新阵地。 一个国
家的繁荣昌盛靠的是人民的艰苦
奋斗， 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靠的
是强大精神的支撑。 劳动精神永
远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我们未来的发展越是美好， 越要
付出艰辛努力， 越要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劳动主题公园里大自然的花， 有
花开花谢之时， 而游客心中的劳
动精神之花， 永远盛开。

□周家和

正值成人高考招生季， 江
苏省无锡市总工会开展 “求学
圆梦行动”。 省市级 “助学金”
补贴、 合作院校学费优惠、 在
线免费开放课程……优惠多多
的 “求学圆梦行动 ” 引人关
注， 为希望通过继续教育提升
职业能力的一线职工、 产业工
人和农民工打开了一扇大门。
（9月10日 《工人日报》）

无锡市总工会连续五年开
展 “求学圆梦行动”， 截至今
年上半年， 该市参加 “求学圆
梦行动” 提升学历并获得补助
的农民工共16783名， 占全省
总数的23.9%。 目前， 已有江
南大学等9所高校参与行动。
此外， 帮助支持企业建立 “企业
网上大学”， 将 “求学圆梦” 的
触角进一步延伸。 目前无锡已
有147家企业开通 “企业网上
大学”， 平台访问量突破540万
人次， 通过平台学习的近200
万人次 。 最近两年来 ， 无锡
市总工会共投入资金142.85万
元， 惠及职工2857人。

“技高者多得” 这是一个
必然趋势， 让农民工等提升文
化程度是社会发展， 提升我国
制造业和加工业层次， 全面提
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解决
结构性就业矛盾， 提高就业质
量的根本举措。

无锡市总工会连续五年开
展 “求学圆梦行动”， 发动省
内多所高等院校， 联合建立了
“产教融合、 会校合作、 工学
结合” 的农民工、 一线职工、
产业工人学历继续教育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 适
应性和实效性。 在成人统考、
高职扩招两种录取途径之外，
增加了远程教育录取渠道 。
名师讲课清楚易懂， 网上授课
方式也不会耽误正常上班， 而
且专业对口， 学到的东西非常
实用。 拿到本科学历后， 未来
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工会掏钱” 让农民工圆
大学梦， 不仅提升了农民工上
大 学 的 积 极 性 ， 更 让 他 们
上 得 起学 ， 促使他们在圆梦
后， 能更好地回报企业， 回报
社会。

□胡建兵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互联网
监测发现有15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 违
反 《网络安全法》 相关规定， 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
隐私信息。 （9月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我国
有3000万货车司机 ， 86.5%的货
车司机患有 “职业病”， 健康意
识欠缺， 心理压力大等使得不少
司机健康问题堪忧。 为保障卡车

司机等新就业劳动者健康权益，
工会 、 交通运输部门等联合发
力， 解决困扰卡车司机的实际难
题。 （9月11日 《工人日报》）

正如有的司机表示， “颈椎
病、 胃病、 腰间盘突出、 痔疮、
高血压……干我们这行的一般都
有这些身体毛病， 只是严重程度
不同。” 而事实上， 这些司机职
业健康的 “痛点”， 不仅让他们
自身饱受折磨， 也埋下了交通安
全隐患。

超八成卡车司机带 “病” 开
车， 这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比
如， 卡车司机自身健康安全意识
淡薄， 有了病扛着， 甚至不重视
个人体检 ， 就埋下了隐患 ； 还
如， 货运信息不透明、 长时间独

自驾驶、 路上不可控风险高； 再
如， 相关用人单位， 对安全生产
和职业卫生健康培训重视程度不
够等等。

所以， 多方发力守护卡车司
机健康十分必要 。 值得注意的
是， 近期， 全国总工会下发 《关
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意见》， 就强调企
业要牢固树立安全 “红线 ” 意
识， 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
康的考核指标。 对此， 相关企业
应该重视并行动起来。 通过定期
组织体检， 以及做好员工职业健
康管理等， 尽快消弭卡车司机带
“病” 开车隐患。

同时， 一些地方的做法也值
得借鉴。 比如， 青海省交通物流

行业工会联合会与青海人寿保险
公司共同签署 《青海省交通物流
行业货车司机补充医疗保险协
议》， 帮助解决广大货车司机支
付保险费用的实际困难。 这样的
做法无疑解决货车司机的后顾之
忧 。 所以 ， 各地相关部门不妨
借鉴而行， 出台因地制宜的举措，
让广大司机的权益更有保障。

此外， 也有必要加强相关知
识的普及。 比如， 有针对性的普
及急救常识和职业病防治知 识
就 突 显 重 要 。 还 如 ， 据 调 查
显示 ， 开货车患有胃病 、 高血
压、 颈椎病等 “职业病” 的比例
高达86.5%， 一半以上的货车司
机未参加体检， 44%的货车司机
进行自费体检， 仅有2.7%的货车

司机参加所在单位组织的员工体
检。 对此， 既有必要加强对此类
疾病危害性的知识普及， 也有必
要强化司机的健康体检意识。 毕
竟， 唯有本人重视职业健康， 健
康安全才会更有保障。

据公开数据显示 ， 我国有
3000万货车司机 ， 承载了全国
75%的公路货运量， 撑起了四万
亿规模的物流市场， 但卡车司机
职业病的比例却居高不下。 对此
类现象绝不能小觑。 当然， 优化
卡车司机的工作及休息环境也很
重要。 比如， 越来越多的超限监
测站 “变身” 卡车司机之家、 卡
友驿站等， 让货车司机能够在奔
波途中 “歇歇脚”， 这同样值得
称道与推广。

9月11日， 广东省湛江市红
十字会携手湛江经开区泉庄街道
人民社区举办 “世界急救日” 之
“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 主题
宣传活动 ， 通过现场讲解与演
示， 大力宣传应急救护及捐髓献
血相关知识和理念。 现场向居民
普及红十字知识、 心搏骤停现场
心肺复苏术 、 意外伤害 （烧烫
伤 、 中暑 ） 等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 进一步增强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9月
12日 《湛江日报》）

毋庸置疑， 普及急救知识和

技能是一项系统工程 ， 需要政
府、 社会、 民众的长期支持与参
与。 首先要将民众急救知识普及
培训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 应急管理体
系 建 设 等 考 核 内 容 ； 其 次 政
府 应 要求各有关部门列入本单
位购买服务内容， 建立多方协调
保障机制， 加大对急救知识普及
培训工作经费的投入力度， 促进
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重视并履
行相应职责。 另外， 要持续扩大
宣传、 营造氛围， 提高急救知识
社会知晓率。 充分利用 “防灾减

灾日” “世界急救日” 等重大纪
念日宣传相关知识， 树立 “人人
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的救护理
念。

总之，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是社会责任。 同样， 每个人都
认识到急救的重要性， 也把学习
急救知识当做无法推卸的一种社
会责任， 不幸才能少些， 生命保
障才会多些。 同样， 全社会齐发
力 ， 让急救成为国民教育必修
课 ， “健康中国 ” 才能稳步前
行。

□沈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