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上海市场监管” 微信公众号21日消息， 近日， 由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导， 上
海市计量协会联合上海市医药质量协会组织编制的 《药品
包装物减量指南片剂和胶囊剂》 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标准
对药品包装空隙率、 包装层数提出了明确要求， 如包装层
数宜小于等于三层、 包装空隙率随着药品含量不同有相应
限定要求等。 该标准响应了市民百姓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对
于减少药品不必要包装的呼声， 避免了家中药罐头 “堆积
如山” 场景的出现， 实现了包装层数的减少、 包装盒的
“瘦身”。 （9月21日 中新网） □陶小莫

结束完一场心理辅 导 志 愿
服务活动后 ， 吴佳元终于可以
休息一会 ， 为晚上前往 “主战
场 ”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的
“南太湖心航” 热线中心养精蓄
锐 。 作为湖州市社会 (青少年 )
心理援助热线志愿服务队夜班组
组长， 吴佳元每周一和周二的晚
上10点到次日早上8点， 都会时
刻守在热线中心的电话前接听来
电， 用自己的职业专长为未成年
人的生命保驾护航。 （9月19日
中新网）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会引发

心理危机。 一旦发生心理危机，
家长的干预往往收效甚微， 这时
就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 心理援
助热线的意义， 就是通过专业的
志愿服务， 架起一条时时在线的
生命热线， 为青少年点亮一盏盏
“心灯”。

一般来说， 深夜和凌晨是心
理危机发生的高峰时段， 易发生
紧急事件， 这就对接线人员的专
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他们一方
面要迅速准确判断来电者情况，
另一方面要熟练运用一系列心理
咨询技术处理来电者的困扰。 对

于心理援助热线志愿者来说， 他
们工作的意义， 就是要在与时间
赛跑中， 用心理专业技术使来电
者放弃危险企图。

心理健康问题关系青少年成
长。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行
动， 必要且有意义。 青少年心理
援助热线， 在由专业医生和150
余名志愿者24小时轮流值守下，
用专业所长， 用爱发声， 让需要
帮助的人通过心理疏导， 重新看
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传递爱与
希望。

□关育兵

钱夙伟： 近日， 天津北辰区
利用高峰路、 辰柳路、 天允道、
沁河中道以及淮河中道的边角、
闲置等地块修建的5座 “口袋公
园” 正式亮相。 这批特色各异、
小巧多样的 “口袋公园” 为附近
居民提供了健身小憩、 休闲看景
的好去处 。 一个以人为本的城
市 ， 必然把绿化放在重要的位
置。 建设更多的 “口袋公园” 是
以 “宜居” 为目标， 建设现代城
市的必然要求。

一排排摆满图书的书架， 色
彩淡雅的圆桌、 椅子， 墙上挂着
书画作品……在辽宁省盘锦市兴

隆台区橘子广场B座商业街， 有
个1700平方米的 “共享职工之
家 ” ， 走 进 来就会让人感到温
馨、 高雅。 这里是由盘锦市总工
会去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如今已
经成了广受职工和孩子们喜欢的
“打卡地”。 （9月20日 《工人日
报》）

说起 “职工之家”， 很多人
首先想到的是坐落在工厂的职工
之家。 职工之家有传统文化体育
设施， 有的还配备有咖啡机、 饮
水机、 人体秤、 血压仪、 血氧仪
等设备。 有一些企业， 职工就居
住在企业公寓， 在厂内建设职工
之家很有必要性。 但很多企业，

职工每天都是通勤 ， 中 午 仅 有
的 一 点 时 间 里 ， 一 些 职 工 们
更愿意好好休息一下 。 在一定
程度上， 这些职工之家的利用率
较低， 难以完全满足职工日益增
长的需要， 对企业来说， 反而成
了一种浪费。

反观辽宁盘锦市的这个 “共
享职工之家”， 设在闹市区， 不
同企业的职工都可以带着家人来
打卡。 而且， 这里有职工书屋、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 红娘工作
室、 维权工作室、 心理咨询室等
多个服务功能区。 盘锦市总工会
还与媒体联合举办 “职工读书
会”， 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劳

动争议化解工作室， 与卫健机构
合作建设心理咨询室……另据报
道， “共享职工之家” 早上9点
到晚上9点开放， 有的时候甚至
一座难求。 “共享职工之家” 负
责人表示 ， 因为 “共享职工之
家” 环境好、 位置便利， 人流量
大， 盘锦市总工会把不少服务和
活动都放在 “共享职工之家” 开
展。

面对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的
新业态， 如何整合、 盘活企业原
有的职工之家 ， “共享职工之
家” 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
方面， 地方工会要整合各企业职
工之家的资源， 在职工较多的公

共场所或在社区建设 “共享职工
之家”， 以更好满足职工的各种
需求。 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把因
此闲置下来的职工之家改建为职
工子女托管服务之家， 让职工实
现 “带娃上班”。

当然， 这样的工作仅仅靠地
方工会是不够的， 必须多方形成
合力， 与企业文化建设挂钩， 与
城市文明建设挂钩， 建立长效工
作机制， 把 “共享职工之家” 的
建设与企业、 城市的文明建设及
各类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使
之在实际工作中形成 “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 相互促进、 共同
提高” 的新格局。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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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慎毅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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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质量发展新形势
下的新业态， 如何整合、 盘
活 企 业 原 有 的 职 工 之 家 ，
“共享职工之家 ” 无疑提供
了有益的启示。 整合各企业
职工之家的资源 ， 在职工
较多的公共场所或在社区建
设 “共享职工之家 ”， 能够
更好满足职工及其家庭的需
求。

“深夜电波”传递爱与希望

■世象漫说

药罐也“瘦身”

“从工人到工匠， 吴振坤师
傅的成长经历深深地触动了我，
作为今年刚入职的新员工， 我不
仅要学习吴师傅敢打敢拼的精
神 ， 更要学习他坚守初心的态
度。” 9月16日， 在中国二十二冶
集团金结公司， 当听完全国机械
冶金建材行业工匠、 中冶集团劳
模、 河北省大工匠、 二十二冶焊
培中心教练吴振坤为新入职员工
开讲的入职 “第一课” 后， 新员
工徐建秀激动地说。 （9月21日
《河北工人报》）

近年来， 金结公司工会在对
新入职员工培训时 ， 将 “劳模
课” 作为每名新员工的 “入职第
一课”， 旨在把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工匠精神融入员工入职教
育， 引领新员工从入职第一天就

学习劳模工匠精神， 在工作中不
忘初心、 踏实工作， 勤勉向上、
务实进取。

人生总有几个重要节点令我
们刻骨铭心。 比如大学报到的日
子， 宣誓加入党组织的日子， 还
有刚参加工作入职的日子。 中国
二十二冶集团金结公司将 “劳模
课 ” 列为新员工的 “入职第一
课”， 令人叫好。

劳模、 工匠是劳动者中的杰
出代表， 也是大众学习的榜样。
由劳模开讲新员工 “入职第一
课”， 有利于向新员工传递 “劳
动最光荣” “奉献最伟大” 的正
能量， 帮助他们进一步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 价值观。 同时， 与将
劳模工匠的事迹挂在墙上、 登在
报上相比， 让劳模与新员工面对

面讲述自己亲历的奋斗故事， 与
新员工互动交流， 无疑更具亲和
力和感染力， 也让劳模精神更容
易让人入脑入心。

社会进步离不开劳模工匠精
神， 时代呼唤更多的劳模工匠。

将 “劳模课” 作为新员工 “入职
第一课 ”， 让新员工深受教育 ，
终生难忘。 我们坚信， 如此生动
又受欢迎的 “入职第一课”， 将
会结出累累硕果。

□余清明

遏制“霸屏广告”
需要多方发力

劳模讲“入职第一课”传递正能量

城市需要更多
“口袋公园”

从北京市昌平职业技术学校
毕业后， 曹树林拿下了一家知名
车企的摩托车培训师资格， 工作
了4年， 他已成为一名机电维修
的好手。 他的同学们分散到全国
各地， 成为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新
生力量。 10年间， 中国职业教育
体系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
6100余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 （9月21日 《中国青年
报》）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培养多样
化人才、 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
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从国家民族发展全局出发，
职业教育的地位， 再强调也不为
过。 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 收
获的必将是全方位、 影响深远的
发展红利。 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
能够取得明显发展， 不仅是由于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给职业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和坚实条
件， 也是因为职业教育发展始终
把构建完整体系作为核心任务和
逻辑主线， 努力把职业教育建设
成为一种对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
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 一种有着
广泛需求基础的教育， 一种与普
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 只
有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才能确保
学生真正学有所成、 学以致用，
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近年来， 中国教育一大发展
成就， 就是对职业教育在国家教
育体系中的地位、 对职业教育如
何促进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 有
越来越科学清晰的认知和把握。
一方面， 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
势， 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
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 ； 另一方
面， 要通过推动不同层次职业教
育纵向贯通， 促进不同类型教育
横向融通， 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
与职业教育相互打通 ， 通 过 建
立 “职 教 高 考 ” 制 度 ， 实 施
好 “双高计划 ” ， 集中力量建
设 一 批 高 水 平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和 专 业等 。 要提高职业教育适
应性， 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频
共振， 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技
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新需求，
有利于职业教育迸发出更强劲的
生机活力。

□吴学安

张淳艺： 近年来， “霸屏广
告” 是我国网络安全重点治理对
象之一。 近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互
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
定》， 自2022年9月30日起施行。”
“霸屏广告” 严重影响手机正常
使用， 扰乱了公众的工作生活，
必须全社会形成合力予以遏制。
要厘清法律责任 ， 斩断传播路
径。 公众应积极向有关部门进行
投诉举报， 形成 “霸屏广告， 人
人喊打” 的高压态势。

“共享职工之家”成热门“打卡地”的启示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