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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过后，镇坪人挺起不屈的脊梁
20天内，两次暴洪连续袭击安康市镇

坪县。而此次“9·19”暴洪的侵袭，给我省
镇坪县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

洪水冲毁了家园，但冲不倒镇坪广大
干部职工的坚强意志。洪水退去，该县上
下一心，各种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一
场紧张有序、争分夺秒灾后重建战，在镇
坪大地全面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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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过这段时间，照样能活得好好的。”
洪灾过后，镇坪人展现着坚强的一面。

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让镇坪县城区
下新街农贸市场再次发生内涝，水深达
1.5米以上，沿街商铺、企业、机关单位受
灾严重，损失惨重。在镇坪县委、县政府
展开大规模救灾工作的同时，受灾群众们
不等不靠，积极展开自救。

“当时，洪水来得太快了，没多久积

水就没过了腰，大量的烟酒、粮油、货品
被浸泡在水中。”在农贸市场开超市的
刘文艳说。为了保证安全，刘文艳带着
家人先撤回家中。

9月 19日中午，雨停、积水散去后，
刘文艳便和丈夫王开虎来到店里，在亲
戚朋友的帮助下开始清理店铺，积极自
救。“乐观一点，都会过去的!”王开虎边
收拾货品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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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两次防汛救灾的过程中，镇
坪广大工会会员在洪峰中逆流而上，公
安干警和消防队员与时间争分夺秒，受
灾地区干部群众众志成城。水势平稳
后，他们继续冲在前、作表率，迅速投
身灾后重建工作中……

9月 20日一大早，镇坪县凉风习习。
在城区内各受灾现场，来自各机关单位的

100余名工会会员组成志愿服务队，深入
社区、街道、商铺、小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清淤装车、搬箱抬柜、冲刷淤泥、暖心
问候……街道上，机械不能到达的地方，
他们就挥起铁锹、扫帚清扫，用小推车清
运垃圾。在沿街商铺，他们不断鼓励和安
慰受灾店主，争分夺秒地帮助店主们清理
房屋，整理货物。

“太好了，终于清通了！”9月 20日下
午，镇坪县教体局广大工会会员组成的志
愿队伍经过近 7个小时的连续作战，终于
将农户邹德兴的家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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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雨这么大，你们辛苦了，这是
给你们的早餐，要记得吃哦。”9月 19日，
一位小女孩为雨中坚守的工作人员送去
爱心早餐。

“菜市场淤泥好多，我们一起去帮忙

吧！”9月20日，在该县农贸市场，两个孩子
扛着铲子朝菜市场飞奔而去，稚嫩又坚定
的声音格外悦耳。

“城区受灾严重，请大家迅速集合，立
即支援。”9月 19日，钟宝镇干部自发组成
志愿服务队，赶往城区农贸市场，开展清
淤、清扫工作。

灾情之下，最是点滴小事抚人心。9
月20日下午1时，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
员张浩森带领公司的职工和志愿者，开
着餐车，沿着城区免费为清理淤泥的工
作人员送去午餐。

连日来，秦老四、吉康水厂、汇丰超市等
爱心商家和企业不间断地为安置点受灾群
众送去热餐、方便食品、矿泉水等物资……

“镇坪人真的很温暖！”受灾群众纷纷
表示，灾难是短暂的，只要大家坚定信心，
美好的生活也一定会到来。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中秋前夕，西安莲湖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面塑技艺传承人张倍源的工作
室里，丝路飞天、民间社火等一个个面
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今年 35 岁的张培源自幼喜爱面
人艺术，他捏的面人，最大的有 1.5 米
高、用了 38 斤面，最小的则如绿豆大
小，不到 50 秒就能捏出一个人物头
像。张倍源将捏面人传统技法与动
漫元素相结合，并公开面泥配方、刻
刀制作工艺，在圈子里颇有名气，被
大家称为“面人张”。他向记者展示了
一个用面捏成的手镯，通体翠绿。据
介绍，著名主持人何炅曾经在一档节
目里戴过，直到最后都没有发现手镯
是面做的。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新华社北京9月 22日电（记者 姜
琳 邬慧颖）近日，“新华视点”记者从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历经 5 年，职
称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成，27个职称
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出炉。这一涉及
全国约 8000 万专业技术人才的改革措
施将产生哪些影响？

27个职称系列改革指导意见出炉
增设11个系列正高

9月以来，许多地方启动了今年的职
称评定工作。尽管还没收到正式通知，
江西景德镇的陶瓷绘画师李小贵非常期
待：“2015年我评上副高，本来以为一辈
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这个职称‘天花板’
会突破。”

李小贵从事陶瓷绘画 18年，在当地
小有名气。按照过去的规定，就算他终
其一生雕琢技艺，也只能止步副高。

今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
发布《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这一行业的人
员首次设置正高职称。“这是对我们专业
水平的更高认可，激励大家进一步提高
造诣。”李小贵说。

尽管职业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市
场化，但在诸多行业企业，职称仍是衡量
一个人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
标志，并与工资待遇、科研资源、上升通
道等密切相关。

2016年 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包括中小学教
师、高校教师、医护人员等在内的27个职
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全部出台。

“不只是工艺美术人才，这次改革增
设工程、经济、会计等 11个系列的正高，
惠及近3000万专业技术人员。改革健全
了制度体系，完善了评价标准，创新了评
价机制，着重解决评价标准不合理、一刀
切等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刘冬梅说。

涉及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

定政策，迎来多年未有的大调整：
——工程、农业等一批职称系列的

评审专业得以细分；
——新兴职业不断纳入职称评价范

围，新增动漫游戏、运动防护师、快递工
程等13个评审专业；

——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考试、
评审、考评结合、面试答辩、实践操作等
多元化评价方式；

——对研究人员探索实行代表作制度；
——对互联网领域的奇才、“怪才”

建立评审绿色通道……
“这是现行职称制度实施 30多年来

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种种突破性
的安排，旨在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评
价制度。”刘冬梅表示，核心目标是从申
报上打破身份、档案等制约，畅通各类人
才职称申报渠道；从评审上减少条条框
框，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真正树立以
实绩论英雄的导向，激发专业技术人才
创新创造的巨大潜能。

鼓励以实绩论英雄
解决评价与使用相脱节问题

“这次改革不再唯学历、唯资历，论
文、学历不做‘硬杠杠’，以实绩论英雄。”
刘冬梅说，对医护人员主要突出临床实
践能力，对教师主要看教学质量，鼓励大
家在一线建功立业。

56岁的于刚是山东省立医院眩晕诊
疗中心主任，因医术精湛，被称为山东
治晕“第一人”，常年一号难求。但也正
是因为精力主要放在临床上，论文和科
研成果较少，他获评副高 14年还没评上
正高。

两年前，山东试水卫生职称“双自
主”改革，于刚被定为临床优势型人才，
通过侧重临床实绩、降低论文评价，在
2020年3月获得主任医师的证书。

“职称毕竟是对专业水平的认可，申
请加入专业学会或者申报科研项目都对
职称有较高要求。另外，评上正高也有
利于带团队、开展工作。”于刚坦言。

2020年，包括山东省立医院在内的
55家改革试点单位，共有 5037名专业技
术人才取得高级职称。

此次改革令职称评价标准回归岗位
需求和实际贡献。比如，对高校教师不
再以 SCI、SSCI等论文指标作为参评前
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对医护人员
加强医德医风和从业行为评价，淡化论
文要求；对翻译、演员、计算机等行业不
再做学历要求等等。

近日，山西省发布 2021 年全省中
小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通知，要求
校长、园长和各级教研室教研员如果
不从事学科教育教学，不得申报正高
级教师，同时取消了申报正高级教师
的奖励和荣誉要求。

太原市某小学教师张静认为，教师
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有了好的评
价标准，老师们更能安心站讲台，全心谋
教学。

南京林业大学蒋华松没有发表一篇
论文，仅以教学业绩评上了教授；只有
高中学历但创作成果斐然的江苏作家
周洁，从中级直接获评正高；航天六院
长动集团军品事业部车二班班长黄汉
华等 1万多名操作工、电工、钳工等，打
破学历和身份限制评上正高……

“随着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先行破
冰、红利释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
展，显著提高了人才评价科学化水平，解
决了人才评价与人才使用相脱节，评上
的用不上、用上的评不上等问题。”中国
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
主任孙锐表示。

破除条条框框后
如何确保公平公正？

5 年来，职称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
立，标准、程序等方面基本有规可依、有
据可循。但记者采访发现，强调论文篇
数、论资排辈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
一些困扰人才的“烦心事”“老难题”尚
未完全破解。

“国家的改革指导意见提出要科学
对待论文、论著等研究成果。但看最
近单位发的评审通知，对论文的要求
还是没变。”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陈女
士告诉记者。

这家单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徐先生则
认为：“职称标准破易立难。尽管论文与
业务关系不大，但评职称总要有一些衡
量标准。如果论文、奖项、年头这些都不
看，那拿什么来筛选？”

在采访中，部分“211”高校的青年教
师也表达了困惑：“核心期刊论文数至少
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指标，现在不拿它作
为要求，那就没有硬性标准了。评审决
定权都在专家委员会，谁来决定请哪些
专家？如何排除人情干扰？操作空间会
不会更大？”

少数受访者反映，职称能不能评得
上、多久能评上，还是受人情世故、资历
年限以及和领导的关系等因素影响。

“破‘四唯’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
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但‘不唯’
不是‘不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新的
标准条件，建立了综合监管体系，现在
要做的是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落细。”刘
冬梅说。

“各单位需要着眼实际，进一步完
善改革配套措施，根据行业和专业差
异，选择论文和奖励权重，研究制定评
价能力、贡献和业绩的细化指标。”孙
锐说。

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
《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加强职
称评审全流程监管、完善高级职称评审
委员会核准备案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孙锐建议，下一步需细化相关办
法，推进制度落地，去除企事业单位行政
化、官僚化干扰，同时推动社会化和市场
化的职称评价。

刘冬梅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评审
专家队伍建设，建立专家诚信记录，健全
同行评价机制，尽可能地提高职称评价
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

打破“天花板”
不唯学历不唯奖项
论文不做“硬杠杠”

涉及8000万人的职称评审迎来大变化：

9 月 22日，在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鑫虎现代化农场里，
一场别开生面的“庆丰收、感党恩、创新业、立新功”主题活
动正在热火朝天举行。活动中，咸阳市总工会为50名农民工
赠送发放互助保险证书和大礼包。 张翟西滨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9月 22日，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获
悉，该局近日下发《关于开展陕西省第一届（2018-2020 年
度）博物馆优秀展览评选活动的通知》，开展陕西省第一
届（2018-2020 年度）博物馆优秀展览评选活动。

评选活动将设优秀展览奖 8 个和单项奖 6-8 个。凡近
3 年内未发生过文物被盗、损毁、重大安全事故且年检合
格的国有博物馆、行业博物馆和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非
国有博物馆均可参加。

陕西首次博物馆优秀展览评选活动启帷

本报讯（王江黎）9月 21日，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新增 3例本土确诊
病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
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
道办事处）利民家园小区、安民
家园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同
时，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安溪
县；厦门市海沧区各新增 1 个中
风险地区。为有效控制和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西安市对哈尔
滨等地市来返西安人员落实分
类排查和健康管理工作。

一、对 9 月 7 日以来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巴彦县来返西安人员，落
实集中隔离观察 14天的措施，开展
2次核酸检测。

二、对 9 月 7 日以来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不含巴彦县）来返西安
人员，落实居家隔离 14天的措施，
开展 2次核酸检测。

三、对 9 月 7 日以来黑龙江省
（不含哈尔滨市）来返西安人员，
立即开展 1 次核酸检测，并落实
14 天的健康监测，不聚集、少流
动，有异常情况及时就医。

四、9月 7日以来有哈尔滨市、
厦门市海沧区、泉州市晋江市、安
溪县等地旅居史人员，以及与确诊病例（含无症状感染者）有
轨迹交叉的人员，均要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及
入住酒店报告，并配合做好相应健康管理措施。

五、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信息动
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非必要不离市。不
提倡聚集和聚会，特别是避免大规模聚集。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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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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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004年，柴闪闪成为扛包裹的转运员，每天要扛 3000多

袋包裹。他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靠着过硬的业务能力
和吃苦精神，他成为全国邮政系统先进个人、上海市优秀青
年突击队员、全国劳动模范，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外卖骑手宋增光、“拉面匠”韩木海买、“小砌匠”邹彬……
一个个看似“开挂”人生的背后，无不洋溢勤于劳动、勇于
奋斗的精神。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回首奋斗路，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劳动托起中国梦。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劳动者以脚踏实地的努
力、毫不懈怠的拼搏，一步一个脚印迈向幸福新生活——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老支书毛相林率乡亲们历
时 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 8千米长的“绝壁天路”，带领群
众摘掉贫困帽，走上致富路；“人民楷模”、太行山上“新愚
公”李保国扎根太行山 35 年，用辛勤的劳动和科研成果把
富裕和希望带给农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劳动开创未来”——劳动，创新赋能奋斗
0.00068毫米的加工公差，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头发丝

直径的1/125，连数控机床都难以实现。
这不可思议的加工公差出自方文墨之手。这位航空工

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说：“开始
很多人说我不适合干这行，但我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做
到最好。”凭着追求“最好”的劲头，他不断挑战打磨精度的
边界，让“文墨精度”名震业内。

一片钢板能够薄到什么程度？太钢集团不锈钢“手撕
钢”创新研发团队不断给出新答案。

2018年，在经历 700多次失败、攻克 175个设备难题、452
个工艺难题后，这支团队自主研发的 0.02 毫米“手撕钢”成
功面世，有效破解了制约我国高精尖领域长远发展的材料
难题；去年，团队再次突破极限，轧出了光如镜、质地硬、厚
仅 0.015毫米的“手撕钢”……

团队技术员廖席说：“创新是什么？是干别人干不了的，挑
战不可能！”

劳动者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无数像方文墨、太钢集团
创新研发团队这样的劳动者及团队，以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之
志，赋予劳动精神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出“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的号召，强调

“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
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为新时代劳动者指明
了奋斗方向。

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如今，在古老的神州大
地上，梦想与希望扬帆启航，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广大劳动者必将继续发扬伟大劳动精神，使出“一个汗
珠摔八瓣”的干劲，以奋斗为笔、用汗水作墨，挥毫绘就美好
生活新画卷。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