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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社部日前公布的统
计数据，2019 年全国共有 1075.9
万 人 次 参 加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
861.9 万 人 次 取 得 职 业 资 格 证
书，其中 28.4 万人次取得技师、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这些获评
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工
人们的进步值得鼓励，也值得
广大职工学习。

不 过 ，相 对 于 我 国 体 量 庞
大的职工队伍而言，一年仅有 28.4 万人
次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说明技
师、高级技师这一类高技能人才，在“蓝

领”队伍中比例仍然很低。高技能人才
比例过低，不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
造”的产业转型升级。

事实上，有的工人有这样的误区：评
技师是“公家单位的事”，自己在非公企
业工作，评不评技师无所谓；也有的工人
觉得，评技师麻烦，评上了也不见得多拿
钱，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学习，自己有手艺
就可以了，何必去费工夫复习考评；还有
的工人觉得，自己独自参评技师，会不会
让企业和班组觉得自己好高骛远，不安
心现职工作？这些误区导致部分工人，
特别是非公企业、中小微企业工人对于

职业资格参评积极性不高。不可否认的
是，一些中小微企业担心“为他人做嫁衣
裳”，不愿意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过多，
对高技能人才激励措施不足，也影响了
工人参评技师的积极性。

随着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不少企业
越来越看重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高技能
人才。特别是行业内领先的企业，它们将
技能人才视为自身重要的竞争力，在人才
培养方面肯投入，不少青年技师和高级技
师已经在企业里挑起技能大梁。工人有了
更高收入，企业也得以获益。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都为高技能人

才在落户、就业、购房、子女就学等方面
出台了优惠措施，使技师资格不再是可
有可无的“鸡肋”，而是迈向幸福生活的
重要台阶。对于工人而言，不能将技师
评定当成“应试考试”，要通过参评技师
而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技
能水平，助益自己的职业生涯。

鼓励更多工人迈入技师行列，成为高
技能人才，在提高技术工人经济待遇和社
会地位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形成认可技术
工人成长成才的价值导向，最终形成“技
师光荣”的社会氛围。

□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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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新作《陕西作家研究》出版

时下直播界流行一句
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李佳琦说 Oh My God!”没
想到这回情形反过来了，
一则消息传来，李佳琦要
落户上海，而且作为特殊
人才引进。

当然是真的。据国内
多家媒体报道：上海市崇明
区人社局日前发布2020年
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名
单公示，共6人，“带货一哥”
李佳琦赫然在列，申报单位
是李佳琦担任大股东的上海
琦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在上海
落户有多难。以普通上班族最多采
用的居转户落户方式为例，一般需
持有居住证满 7 年，同时参加城镇
社会保险满 7 年并在上海缴纳个人
所得税，还要在上海被评聘为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
师（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以上
职业资格，并且专业工种对应，才
可申请落户。

李佳琦要落户上海，作为特殊
人才引进，这件事自然引来众说纷
纭。人们疑虑：可以把“带货一哥”
视为特殊人才吗？这在过去是难以
想象的事。然而，那种认为人才有
行业限制的认知已经落伍，成了某种偏见。

撇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古训，职
业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才也不只是限于科
研文化领域。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等新经济
的发展，新零售业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竞争格
局。现场直播和商品交付的提速，不仅加快了
商品流通，还有效解决了线上和线下销售之间
的矛盾，直播销售日趋成熟，李佳琦、薇娅、李
子柒等一批直播明星应运而生，一方面对就业
产生积极影响，补充了商业新业态，另一方面
也为个人创造了财富。

今年5月，人社部公告拟发布10个新职业，其
中增设的“直播销售员”工种，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带货主播”。这意味着主播职业得到了官
方认证。不久前，薇娅成为云南省青联增补常
委一事，也引发了社会极大关注。这也从侧面
说明，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社会重视的主流销售
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
落户上海，不仅是对这个行业的认可，也是对
努力的直播人才的褒奖。

如今，直播经济作为一个风口，已经成为很
多城市争抢人才的突破口。“电商之都”杭州余
杭区在 6 月 20 日出台电商新政，其中对最高认
定的直播电商人才给出“国家级领军人才”待
遇，意在争当杭州的“直播首区”。广东、四川、
重庆等地也在打造新经济高地，加大对电商直
播人才的奖励和引进力度。 □陈江

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觉得戴口罩挺受罪。前
些日子，北京的一名工友，就把口罩摘下了。他每
日往返施工工地与租住地，工作期间不戴口罩，平
时在楼内与其他租户见面，也不戴口罩。大意失荆
州，不幸成为一名新增病例。

时值夏季，面对疫情，北京防控工作增加了新
的挑战：既要战病毒，又要战高温。无论是医护工
作者还是社区防控人员，无不挥汗如雨，尽最大努
力跑在疫情前面。当前，北京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
阶段，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各行各业、街道社区单位
都要高标准落实防控措施。作为北京市民，也不能
因为天儿热，就放松了自身防护这根弦。

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日常活动的范围没有出
现确认病例，就有松懈，觉得戴口罩太热，不戴也没

啥。甚至有市民在地铁口、超市等人流密
集场所入口，被拦下了才想起自己忘记戴
口罩。安全意识已经松动的市民，一定要
从新增病例身上吸取教训，听取首例出院
患者的告诫。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接
收快递不接触、一米线等防控意识，都不
能被暑热所瓦解。地铁、商场、银行、食堂
等公共空间，甚至是家门口，没有哪一处
是病毒不会觊觎的，只有防控意识密不
透风，才能让病毒没有可乘之机。

面对疫情，在冬日的寒冷中，我们曾
经严阵以待；在夏日的闷热里，我们一样可以做
到无懈可击。口罩要继续戴好，其他的防控措
施一样不打折扣。 □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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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中，外卖员老孔备
受关注。47岁的他从事外卖
行业 3 年，是五星好评骑手，
每天从早上 7 点半到晚上 9
点半，平均送出 50 单。虽然
在 6 月 1 日到 17 日的配送过
程中，老孔全程佩戴了口罩，
但却在公司组织的核酸检测
中查出阳性。

在病床上的老孔，最担
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
怕连累大家，影响到食客和
商家的健康。让他没想到的
是，人们并没恐惧或排斥他
和其他外卖小哥，反而纷纷
感叹“生活不易”，劝他放宽
心，好好养病。日前，老孔病
情稳定，公司表示不会辞退
他，房东也减免了他的房租，
希望他早日康复。网友们纷
纷表示，同老孔一样感受到

了人间温暖。
每日在城市里

奔波不停的老孔，
不幸感染了新冠肺
炎，又有幸收获了
满满的善意与暖暖
的慰藉，包括龚先生在
内的很多人，都在为这个
努力奋斗的外卖小哥加
油，也被这位外卖小哥及
人们的善良感动。

在 老 孔 这 个 事 件
中，很多人在用心体会
他人的不易，在心疼彼

此，在表达爱意，这无疑形成
了一个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场，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充满
爱与善意的世界与未来。

无独有偶。前几日，在东
莞图书馆留言的农民工吴桂
春也刷屏网络。“我来东莞十
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
二年。”疫情让他所在的企业受
到影响，他选择了回乡。“想起
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
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
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
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

这位长年在鞋厂打工的
农民工，将业余时间都给了图
书馆，在读书的过程中，他虽
然没得到“黄金屋”，但却找到
了乐趣，获得了精神上的提
升。这深深触动了总觉得没
空读书的众多网友。人们纷
纷呼吁把这位爱读书的农民
工留下来，相关部门为他找到
了新工作。“吴桂春不走了”，
成为网友们奔走相告的喜讯。

很多网友看到老孔、老
吴这样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艰辛，为他们呼吁、点赞，希

望他们“好人有好报”，其实是在
期待更多善的力量能在我们的社
会滋长、汇聚，是在期待当我们为
生活负重前行之时，当我们为梦
想步履不停之时，周边的世界同
样能多多给予我们爱与温暖。

善良的人，值得被温柔相待。
□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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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以
“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6月28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此作出回
应，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
最高刑由10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
年，调整集资诈骗罪的刑罚结构，
加大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惩处力
度。这意味着各类非法集资行为
将得到更有力打击和惩处，让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得到更好保障。

□文/时锋 图/刘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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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巨大挑
战。疫情发生以来，网络上各种
假消息、假新闻此起彼伏。受其

迷惑的人不少，甚至形成一股盲流、乱流。
他们肆无忌惮做着自以为替天行道的“好
事”，危害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什么会出
现这些事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智
慧，没有读好书，没有做好人。

好的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
不断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古
往今来，先贤名流无不重视读书、读好书。

读好书，要认真研读党的经典。党的
经典著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
检验证明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个
巨大的宝藏，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实事
求是等，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法宝。

读好书，要认真研读正能量的书
籍。作者品行的优劣，境界的高低决
定这本书的成色。写出“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因
为宽广的胸怀，其诗词无不激励后人
前行。

读好书，要认真研读先贤的经
典。翻阅中华民族优秀典籍，半部
《论语》治天下的儒家经典，关注的是
当下，强调的顺乎民意，为国家勇于
担当、为人民谋取幸福。如我国第一
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无不闪烁着儒

家仁者爱人的智慧光辉。《道德经》里“无
为而无不为”的道家精神，关注的是修心，
以广博的视野，让人民得以调节身心，静
虑长安。

智慧，一是指聪明才智。如：《墨子·尚
贤中》：“若此之使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
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二是
指越世俗认识，达到把握真理的能力。如：
《大智度论》卷四三：“般若者，一切诸智慧
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穷
尽到边。”

马克思曾说：“我们得到理解的时候，
智慧是不会枯竭的；智慧同智慧相碰，就
迸溅出无数的火花。”在我看来，智慧就是
要把握真理，把握做人、做好人的标准，就
是要坚持真善美，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或者说就是从好书中
汲取养分，做到不忘初心、为民服务。

以“无我”境界，不忘初心。习近平总
书记讲的“无我”是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宝贵精神。“无我”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在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优秀中
华传统文化中，“无我”是一种导人向善，实
现自我、为国为民的情怀。今年 2月，我国
战“疫”进行到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部署这一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阻
击战。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
征”，日夜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以血肉
之躯与疫情较量，用生命呵护生命，用行动
诠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

以“无我”境界，勇于担当。“道虽迩，不
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一个人无论职

位高低，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就意味着
肩挑担子，背负责任。习近平总书记
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指出，“责任担
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并强
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
干多大事业。”当前，唯有把握机遇，
敢于动真碰硬，砥砺前行、奋力拼搏，
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
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
事。”做好人亦如此。在做好人的长征
路上，做到“诸恶勿做、众善奉行”，做
到为人民服务，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曹金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史飞翔第 17
本新作——文学评论集《陕西作
家研究》，日前由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作为陕西省委宣传部“陕
西省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项目扶
持”资助项目，该书立足陕西文
化，书写时代精神，为陕西文学发
声，为陕西作家立传。

全书通过对新时期以来陕
西文学的代表作家柳青、杜鹏
程、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
凹、杨争光、高建群等人作品和
人格的研读，梳理了陕西作家的
写作传统和精神特质，分析了

“文学陕军”崛起的背景和原因，
探究了“关学”等地域文化对陕
西作家的影响以及陕西文学在
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的独特
性。除代表性作家外，该书将一
批文学评论家李星、肖云儒、费
秉勋等人，包括陕西籍在京作家
阎纲、周明等人纳入研究范围。

作者史飞翔系陕西省社科

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陕
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陕西当
代文艺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
陕西散文学会文艺评论委员会
主任，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西
安市作协签约作家、《读者》杂
志签约作家。 □叶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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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幽暗的生命存在

《岩兰花开》是杜文娟老师近期出版的
一部关于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的长
篇报告文学。白驹过隙，5·12汶川大地震距
今已整整十二年了，它是永远无法忘却的国
之殇，对于亲历者和幸存者，那场大地震却
是他们真切的生命之痛，刻骨铭心、永世难
忘，许多人的生命轨迹因此改变。正如作者
所言：“这部作品写的是地震，又不是地震。

我写的是人，人的命运。”
书中每一个亲历者的命运瞬间改变，

正是人类存在的荒诞虚幻之处，由此这部
作品蕴涵了极大的丰富性、深刻性、凝重
性。它使我们看到了地震前后个体生活的
真实存在，个人命运的神秘莫测以及人性
的复杂纷呈。

这部作品提醒我们不要忘却灾难。它是
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但人们却会淡忘。淡
忘是可怕的，它意味着时光的磨灭。正如列
宁所说：“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作为生
者，我们不能忘记这场毁灭了无数鲜活生
命，改变了无数生命轨迹的巨大灾难。

作品中各个年龄段、阶层和职业的人，
生存境遇让我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诉说中。
是的，当我们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时，如果
有另一种完全迥异的状态呈现在眼前，一定
会有一种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让人一时无
法呼吸，它会刺痛我们早已麻木的神经。每

个普通个体都需要这种来自阅读的间接生
命体验，以平衡我们的精神营养，从而直面
惨淡的人生，并勇敢迎接大大小小的挑战。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
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在这
场巨大灾难中毁灭了，它们给幸存者留下的
惨痛创伤不堪回首。因此有人告诉作者：

“北川是一个碰不得的地方，不要见人就问，
老县城出来的人，家家一把辛酸泪。”这样的
语言既是真实的，又是诗意的，它具有一种强
烈的动人力量。这样的表达是充满文学性
的，也是普通人的肺腑之言。北川，作为一个
人而存在。

大地震改变了真善美，重塑了假恶丑；
大地震改变了人们的情感关系，有的亲人之
间选择了相依为命，有的则形同路人。人性
虽因这场灾难而赤身裸体，可令人感到无比
温馨的是“震区的人还有一个特点，不管哪
里发生了地震或者灾难，第一时间捐款捐

物，表现得非常踊跃。”爱，是这个世界上最
重要、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战胜这个世界上
一切艰难困苦的金钥匙。

这是一部为历史而写的作品，它的价值
会在岁月流逝中更加清晰。如果没有作者
的这种书写，有多少人能真切感受到这些
幸存者艰难而又坚强的生命存在呢？也许
他们会被人们渐渐淡忘。正是因为作者的
书写，才让世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世界和
精神世界，他们的生活才有可能呈现更多
温暖和亮色。

对于这部作品，作者说：“我对自己的这
部作品并不满意，整本书显得很单薄。”这
表明了她对自己的创作追求的精益求精。
对于这场巨大的灾难，要书写和表达的东西
实在是不胜枚举——一方面是国家和民族
的回忆和反思，另一方面谁又愿意揭开自己
心中渐渐被岁月弥合的巨大创伤呢？正如
作者所说：“不管在汶川、映秀、都江堰、绵阳

还是北川，采访都非常艰难，随身带着的介
绍信都被我翻烂了，却依旧和废纸没有两
样。寻求相关机构帮助，要么说不由他们分
管；要么说得有主管部门的正式函；要么说
这事不由自己负责。然后，会安慰似的补充
一句，5·12 是个敏感话题，都过去这么久
了，为什么还要揭伤疤呢？”采访之艰难，不
难想象。这本书整体呈现出的相对单薄和
这场灾难的沉重之间，的确还有一定可挖掘
的创作空间，但这需要一个个充满良知的作
家、艺术家的努力，就让我们在宁静岁月中
等待这份深情馈赠吧！

杜文娟老师尽力传递着不幸土地上幸
存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作
为一位读者，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虔诚
地阅读，向这位真正行走在苦难大地上的无
畏作者致敬。

生如夏花之绚烂，生命永远值得向往
和追求。 □陈红星

新书讯我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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