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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不能拿国难“抖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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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干部这样说

退休是人生旅程奔波忙碌的一个重要站
点，是每个人的宿命。用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
仪式，让职工幸福退休、开启新的生活，是企业
尊重职工、感恩职工的人文关怀和文化载体。

一张部门“全家福”、一份贴心小礼品、一
本手写祝福集、一个“光荣退休”奖状……这些
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却让每一个法士特职工退
休时，无不为之动容。会议室里、生产现场、餐
厅里、职工家中，那一场场简单温馨而又令人
难忘的职工退休仪式都让人心潮起伏、眼眶湿
润，更值得记录。

法士特员工马德平、罗文力、李坤退休时，
单位均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简朴而不失温情的
退休欢送会。当马师傅手捧祝福集读出每个
人的祝福话语，猜测是谁所写的时候，仿佛一
场长长的马拉松赛跑正在进行，马师傅努力
奔跑着，旁边的我们欢呼着、跟随着，空气中
有一种尊敬与祝福、努力与向往的气氛在升
腾！“小高，这个肯定是小高写的！”随着马师傅

不太顺畅地一一念着大家写的祝福，一幅幅谆
谆教诲年轻人和健康休闲舒适的退休生活画
面，呈现在眼前，其中深深包含着每个人的感
谢与祝愿！

“退休前好一阵子，都期待给自己几十年
的工作有一个交代，没想到真的如愿以偿了！”
罗师傅接到“光荣退休”的奖状时，非常激动和
感慨，说话时的神情和语调，充满了感动和感
激。“感谢大家以这样的方式送我退休，今后无
论工作还是生活中需要帮忙的，大家吱一声！”
李师傅退休时站在同事队伍中间，从领导手中
接过鲜花，郑重其事地说出了心里话，现场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

让职工从“退休仪式”中获得幸福感，是法
士特多年坚持的人文理念。一直以来，企业各
级工会通过组织举行座谈会、欢送会或登门拜
访等方式，关心关怀退休职工，让退休职工快
乐受尊敬地走完企业工作路程，幸福有劲头地
奔向退休生活。 法士特集团 高晓涛

让职工从退休仪式中获得幸福感
“希望你退休以后调整好心态，坚

持锻炼，多陪陪家人，把夕阳生活过得
更红火……”这是不久前，陕煤建设集
团澄合分公司第三项目部工会为一名
退休职工举办欢送会时，项目部工会主
席高博送出的真情寄语。

“退休仪式”要不要办？对于这个
问题，该公司工会副主席王志勇表示：

“退休职工在单位干了大半辈子，将一
生中最宝贵、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企
业，应当受到我们的敬重，在退休时营
造一些‘仪式感’，使他能深切感受到企

业大家庭的温暖，是送给他们最温馨的
‘毕业礼’。”

该公司工会主席徐力说：“在职工
告别职业生涯时为他们举办一个温馨
的欢送仪式，是对老同志、老前辈的尊
敬和爱戴，是对他们几十年扎根企业建
功立业最大的认可和褒奖，同时也是激
励在岗职工传承优良奋斗作风的一
种有力形式。持续营造和谐温馨的‘家
庭’氛围，让广大职工收获更多的幸福
感和认同感，是工会组织的根本职责。”

陕煤建设集团澄合分公司 帖楠

退休仪式是送给职工最温馨的“毕业礼”

5月 13日下午，一场温馨而隆重的欢送
会在西安金桥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会议
室举行。大家齐聚一堂为公司员工王德义、
曹莉莉举行退休欢送会，欢送二位老员工光
荣退休。为退休职工举办退休纪念仪式，
是西安金桥国际旅行社关爱员工的一贯传
统，属于企业关爱员工、员工热爱企业的文
化之一。

笔者为西安金桥国际旅行社为退休职工
举办欢送会之举点赞。毋庸置疑，这场温馨而
隆重的退休仪式，说明了企业没有忘记他们，

没有忘记他们为企业的付出，这使他们倍感荣
耀和自豪。

让退休职工从退休仪式中获得“幸福感”，
是一件受广大职工欢迎的好事，作为一名工会
干部，我认为企业应该坚持继承这个光荣传
统，给每一名退休职工一个“退休仪式”，这既
是一种关怀，更是一种责任。各级工会特别是
基层工会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大力协助企业在
制度上、资金上、举办仪式的方式方法上将这
一好传统落到实处，形成规矩，永远传承！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总工会 李波

为给退休职工举办欢送会点赞

职工退休，是悄无声息，黯然离去，
独自回到老家；还是华丽转身，回归家
庭，享受天伦之乐？这是考量一个单位
人性化管理、人文化关怀的指向标。

从20岁青春年少、豪情万丈，到60
岁白发华生、离岗休养，退休职工把自
己的大好年华奉献给了单位。无论是
身处高位的领导干部，还是部门科室的
普通职工，为他们举办一个具有“仪式
感”的欢送会，无疑是一个单位关爱职
工、凝聚人心、彰显道义、集聚合力的最
佳选择。

我认为，职工退休时，单位召开欢
送会，领导对退休职工进行客观公正评
价，让科室同志谈谈与退休同志的难忘
岁月，请退休职工讲成长经历，谈工作
感受，传历练经验，授做事技巧，和退休
职工拍一张“合家欢”集体照，喝杯送行
酒，送上精美礼品，单位领导把退休职

工送回家。这些工作，在单位来看，是
再小不过的事，可对职工来讲，却是对
个人最大的褒奖，是一生中镌刻心灵深
处的温暖。

为退休职工举办欢送仪式，是单位
职责，是用人技巧，是对职工人格的赞
赏，更是对退休职工一生辛勤付出的
高度认可，为他们几十年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的职业生涯，给予最人性化
的慰问；这也是对省总工会“往职工
中走、往心里做、往实处落”的最好
诠释，此举能够激励全单位干部职
工，以单位为家，以工作为重，像看
待家一样看待单位，像爱护家一样爱
护单位，像建设家一样建设单位，通
力打造一个有情怀、有爱心、有温度、留
住人的温暖大家庭。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张永峰

退休仪式是单位集聚合力的最佳选择

一个人从入职到退休，在平凡或
者不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忙碌了一
辈子，将自己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都奉献给了单位，为单位的发展付出
了心血和汗水，实属不易。笔者认为，
在职工退休时举办一个庄严的退休仪

式，很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彰显了单
位对他们辛苦一生的付出与贡献表示
感谢和敬意，也营造了劳动伟大、退休
光荣的文化氛围。

举办退休仪式，不仅是单位对退
休职工的一份关心，更是一份尊重，同

时也彰显了单位的人文关怀，让退休
职工在获得感、幸福感中光荣退休。
同时，既增强了在职职工的归属感、凝
聚力，又激发他们立足岗位砺志奋发，
锐意进取，努力工作。

绥德工电段 谭永良

职工需要一个庄严的退休仪式 近日，在铁路物流集团党
群工作部，笔者采访到了下属
红柠铁路工会的工作人员刘星
辰。他说，为职工举办“退休
仪式”，是单位对退休员工所
作贡献的肯定和尊重，表明单
位没有“冷落”他们，在岗位
上几十年来的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让退休员工从小小的仪
式里获得幸福感，感受到企业
的关怀。

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工
会副主席翟楠介绍说：“我们
单位今后将逐步开始组织开展
光荣退休活动，包括为职工举
办退休人员纪念仪式、召开座

谈会、制作具有意义的纪念
卡、赠送纪念品等形式，简单
的仪式是企业对退休人员表达
的亲切慰问和美好祝愿，让他
们感受到企业的温情，鼓舞职
工的士气和向心力，使在职员
工更加努力奋进。”

铁路物流集团 贺芳

“一个人从入职到退
休，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
恳忙碌了一辈子，我们为他
们搞一个退休仪式，表示一
下感谢和不舍，既符合人之
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然
而，有些单位里，职工退休
时似乎总是很‘平静’，有的
是边上班边填退休表格、拿
张社保卡，退休事宜办妥也
就了结了，有的甚至是今天
人事部门发出通知，明天职
工就跟单位‘拜拜’了，冷冷
清清而悄无声息。这种缺
乏人情味的做法不仅刺伤
了退休职工的心，对在职职
工也会产生负面影响。”黄
陵矿业铁运公司工会干事
李伟说。

据了解，黄陵矿业铁运
公司成立于 1987年，如今

每年都会有职工退休离岗，该公司工
会结合自身情况和职工本人意愿，集
中为一个时间段内退休的职工举办
退休仪式，仪式简朴却热烈，内容形
式多样。该公司女工主任张红娥介
绍说：“我们会召开欢送座谈会或茶
话会，邀请所在单位相关人员及分管
领导参加；制作具有纪念意义的纪念
卡，请领导和同事在卡上留言；会后
合影留念、张榜公布退休职工名单；
向到龄退休职工赠送一份小纪念品
等。同时，我们工会在职工福利安排
中会优先考虑即将退休的职工，这既
是对其身心健康的关心关爱，也是对
其长期辛勤工作的褒奖。”

黄陵矿业铁运公司 周安博 同娇

干
了
一
辈
子
不
能
让
职
工
伤
心
离
开

职工退休仪式启动在即

13日凌晨，相声演员张云雷发文，为相声
中的不当内容致歉。此前有网友发现，张云雷
和杨九郎的相声中曾出现“大姐嫁唐山，二姐
嫁汶川，三姐嫁玉树”“去部队慰安”等内容，引
起巨大争议。

上述不良词句出现在相声里，被当成包
袱来抖，当作梗来逗观众开心，实在是令人
难以接受。相声是一门表演艺术，往往会掺
杂一些俚语，编排一些搞笑、转折的桥段，给
观众带来欢乐。但是，相声表演者需要具备
艺德，不能为了流量而一味推崇“三俗”，更
不可以拿国难来“抖包袱”，这样做有悖社会
道德伦理，应予以严厉批评和教育。

众所周知，三大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重

大伤害和损失，成为国人心中难以抹去的阴
影和伤痛。每年5月12日亦被国家定为全
国防灾减灾日，以纪念不幸遇难的国民，提
醒预防灾害。至于“慰安妇”，则是日军暴行
的受害者，蒙受着巨大的肉体屈辱和心灵创
伤，理应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为她们争
取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然而，在张云雷的相声里，却将地震和
慰安都编排进去，并以恶俗的方式表演出
来，以图博得观众一笑。这样做，也许现场

的“笑果”是有了，可将国之殇、民之痛编排
成相声段子，作品的质量非常拙劣；将笑料
建立在同胞的痛苦之上，这种行为更令人不
齿。因此，当这两个相声段子被网友扒出来
后，立即遭到众多网友及官媒的批评，亦说
明其已触及社会道德和艺术的底线，对国民
造成伤害，应施以相应的惩戒。

有网友曝光，张云雷早在 2014 年的相
声表演中，就将地震编排在段子里，当众笑
着表演并当包袱，早就有人提醒规劝，可其

并不当回事，如今在官媒点名后，才慌忙公开
致歉。而且，从张云雷的道歉声明看，其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却先向德云社致歉，反将地震
灾区同胞放在最后，亦不提对“慰安妇”的道
歉，说明其态度不够诚恳，因为怕砸自己的饭
碗，才将德云社放在首位。

“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这是艺术
从业者需要牢记的箴言，心中需有戒律，时
刻保持对艺术和道德的敬畏心，不能甘与

“三俗”同流
合污，更不
可违反法律
法规。
（江德斌）

日前，记者在西安部分超市
和食品销售网点采访时发现，为
紧抓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商机，各商家已经蓄势待发，做
好了准备，柜台前堆积如山的不
同品牌及包装的粽子，有的保质
期半年，有的更长。但不少市民
质疑：用防腐剂延长货品期限，
这样的粽子能吃吗？又该如何
挑选？

“粽子好吃，却食之有道。
从科学角度讲，这样的粽子不仅
能吃，而且很安全。”5月13日，记
者采访了陕西诚信好人、首届工
匠之星、西安优秀诚信企业家聂
志宽，据他介绍，现在保质期长
的粽子是采用真空、加热杀菌等
工艺制成的商业无菌软包装产
品，其工艺和传统罐头基本一
致，只是更换了包装材料。这种
复合软包装塑料袋耐高温、耐高
压，在我国被称为“软罐头”“软
罐藏食品”。

据了解，从 2016年 11月 13
日正式施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罐头食品》中规定，防
腐剂不允许用于罐藏食品。“市
民普遍认为现在的粽子保质期
长，是添加了防腐剂，可千万
别‘想当然’地认为保质期长
的粽子吃着不健康，而应该接
受正确的科学知识，并加以传
播。”聂志宽说，因为从去年国
家对粽子抽检的结果来看，除
了个别几家的蜜枣粽子，检出
糖精钠不合格外，其余全都合

格。该问题出在国家蜜枣标准中允许使用糖精
钠，而粽子标准中不得检出糖精钠。这说明不合
格蜜枣粽子，并不是厂家所为，而是由两个不同标
准，造成的不合格。

当谈及如何选购优质安全放心粽子时，他
说：“首先看粽叶，不是粽叶越绿越好。其实正
常工艺制作的粽子，粽叶不会呈现鲜绿色。优
质粽叶应中间颜色偏深，边缘较浅，干燥且有
清香。而葱绿色的粽叶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浸
泡粽叶时加入了工业硫酸铜和工业氯化铜，让原
色粽叶‘返青’。其次看品质，不是越筋道越
好。如果你买到的粽子富有弹性、筋道爽口，米
不粘粽叶，能闻到轻微的碱味，那你可能买到的

是加了硼砂的粽子。第三看
包装，不是冷冻的就安全。
真空包装最安全，营养损失
也最少。如果出现胀袋就不
要购买，食用时若出现口感
不正也不要再吃。”

本报记者 胡建宏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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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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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丝博会B2馆智能制造展区内，AI头戴式计算
机、可升降智能停车设备，挥动手臂的机器人……琳琅满目的
智能制造产品让观展者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今年丝博会 2 号产业馆，设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主要展示新时代装备制造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集
中展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高档数控机床、轨道交通、激光产
品、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最新技术。

据了解，AI头戴式计算机可实现全语音控制，支持嘈杂的
工业环境，可与标准安全帽配套使用，可用于远程专家指导现
场服务、设备检查、维护，以及复杂的制造组装等，适用于电力、
石油、民航、运输、医疗、基建等行业。针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需求和不同应用场景，智慧照明系统可提供智慧照明、智能监
控、智能信息发布、智能交通等服务。

文/图 本报记者 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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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为观众展示AI头戴式计算机。

←观众了解智慧照明系统。

← 众
多不同形
态、不同功
能的智能
机器人成
为展会的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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