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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岗 谷豪）“请每个小
组对刚拿到的 30 张党史图文知识
卡片排序，相互感受一下各自的
沟通能力和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
认知。”随着心理咨询师的安排，
驻陕央企中铁二十局所属市政公
司洛阳房建、市政道路等项目部
职工开始分组进行心理观察游
戏。至此，该公司工会组织的“服
务职工、心悦行动”职工心理健康
关爱活动陆续展开。

为加强关爱职工心理健康，结
合本轮疫情影响和建筑企业点多线
长、常年野外作业等性质，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该公司
党委部署在公司所属房建、市政、水
利等 20多个在建工程工地全面开展
职工心理健康关爱活动。邀请专业
心理咨询师为一线职工提供诊断、评
估、培训、指导和心理咨询，让职工认
识到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树立健康心
理理念的重要性，引导大家学会自我

调节负面情绪，正确解决家庭、工作、
人际交往中遇到的问题。切实提高
职工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绩效，改善
企业的组织氛围与管理效能。

据了解，该公司还要求所属单位
结合建设“职工之家”“职工小家”工
作，配备专业心理图书、心理沙盘及
活动器材，营造互动交流、健身休
闲、集体观影、生日慰问等温馨工作
氛围，为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
长效开展提供良好条件。

服务职工从“心”出发中铁二十局
市 政 公 司

本报讯（溪婧洋）
11月 9日，中铁一局
建安公司宏基公司

“职工书屋”喜获中
华全国总工会赠书，
总计 2箱 68册，价值
近万元。图书内容丰
富，涉及社会时政、素
质技能、文学历史、生
活科普等适合广大职
工阅读的多个门类。

收到赠书的第
一时间，宏基公司工
会便组织专人进行
清点、造册与入库。
赠书一经上架，闻讯
而来的职工争相借
阅。一些职工遇到
自己感兴趣的书，便
当场找了空位置坐
下迫不及待地读了
起来；一些职工则
似乎对所有新书都
爱不释手，最终几经对比，挑选了最喜
欢的几本书办理借阅手续。“《百年大
党正年轻》这本书非常吸引我，今年恰
逢建党 100周年，我想进一步学习我们
党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法宝。”调度
员孙胜利激动地说。“《装台》讲了咱
们西安的故事，之前看过电视剧，现
在有实体书了，我要再温习一遍。”质
控班班长刘永刚开心地说。

此次中华全国总工会赠书扩充了
宏基公司职工书屋的藏书数量，丰富
了藏书类别，极大满足了广大职工的
阅读和学习需求，让职工们感受到了
浓浓的人文关怀。

中
铁
一
局
建
安
宏
基
公
司

获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赠
书

新闻 链接

2019 年 11 月 8 日，延安市总工会印发
《延安市劳模礼遇服务暨劳模服务证办法》，
并于12月19日向204名在延全国和省部级
劳模发放了劳模礼遇服务证。

2020 年 5 月 28 日，铜川市总工会发放
劳模证。

2020 年，省总工会陆续制作“劳动证
书”“劳模证”和“劳模之家”光荣牌，向全省
省部级以上劳模颁发“劳模证”“劳模之家”
光荣牌，向参与全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
劳动者颁发“劳动证书”。“劳模证”为身份
证大小的卡片，正面印着“劳模证”三个字，
背面印着劳模的照片、名字、劳模级别等基
本信息，携带和出示十分方便。

（上接第一版）
省劳模陈雪萍是铜川市陶瓷研究所设计室主

任，常年近距离雕刻让她的眼睛易疲劳、不舒服……
趁着年休假，她来到铜川市人民医院准备详细检查
一下眼睛。

15时许，到达医院的陈雪萍看到挂号窗口大大的
“劳模优先”字样，正在纠结该如何使用劳模证之际，一
名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走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医院为劳模提供挂号、诊疗、住院等优先服务，同
时导医、导诊，志愿者可陪同进行检查、取药、检验报告
单、费用查询、健康教育宣传等服务；为行动不便的劳模
提供无障碍服务以及轮椅、雨伞、一次性水杯、饮用水、
针线盒、老花镜、充电宝等便民服务；为需要住院的劳模
办理住院手续等。”该志愿者向陈雪萍详细介绍了医院
有关劳模的优待政策。

在志愿者的协助下，陈雪萍仅用25分钟就完成了挂
号、问诊、检查、验光等一连串就诊环节。得知眼睛并无大
碍，陈雪萍轻松地说，将在工作岗位上注意方式方法，把自

我创作与带徒传承穿插进行，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临离开时，铜川市人民医院工会女工委主任石静还

专门赶来叮嘱陈雪萍，医院从 2021年 1月 11日开启了
夜间门诊，各专科都有抽调的专家，一般身体不适如白
天上班忙，可晚上到医院就诊。

15时 57分，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景区门口，全国劳
模刘海潮询问景区售票处工作人员，持劳模证怎么享
受优惠政策，需要换门票吗？工作人员看过劳模证
后，朝景区入口方向向刘海潮做了一个请进的动作说：

“不用换票，您持证免费直接进！”
虽然药王山近在咫尺，平日工作繁忙的刘海潮也没

进去过几次。现在退休了，没事总喜欢到处转转，进行
诗歌创作。“组织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优待政策，我要好
好看看铜川的山山水水，发挥余热，把铜川的美用诗
歌的方式努力向外界宣传！”刘海潮边说边有感而发，
创作了一首《喜接优待证》赞道：夜梦桃花带露开/省市工
会送关怀/多项优惠政策好/爱心关顾洒甘霖。

文/本报记者 王何军 图/本报记者 刘强

“才差 49 分就 100 分了”“你得了一
半还多 1 分呢”……近日，一段“奶奶花
式安慰考 51 分孙女”的视频收获众人
点赞。中国青年报今年 10 月底对 2006
名 18-35 周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9 成受访者坦言父母对自己进行过
打击式教育，仅有 11.1%的人认为这种
方 式 能 够“ 养 成 谦 虚 性 格 ，戒 骄 戒
躁”。打击式教育的被厌弃程度可见
一斑，或许也正说明了“奶奶花式安
慰”赢得点赞之所在。

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主张，教师
要让儿童在没有殴打、没有暴力，没有

厌恶的气氛中，总之，在和蔼可亲和愉
快的气氛中喝下科学饮料。一边是

“你很棒”“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加油打
气，一边是“太差劲”“这点事都做不
好”的批评斥责，两种殊途背后是对教
育截然相反的理解，不同路却可能同
源。要承认，绝大多数父母的想法很
纯粹——爱孩子，期望他们能追求进
步。在“打是亲、骂是爱”的传统教育
理念下，父辈们以挑剔的眼光审视着
孩子的一言一行，由此带来的长久自
我怀疑与恐惧或是重要副产品，有数
据表示近 6 成受访者笼罩在“自信不

足，容易自我否定”的阴云中。正所谓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缺乏强大的
自信基石，恐难谈人格健全与人生卓越。

“奶奶花式安慰考51分孙女”视频之
所以受热捧，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精准的
尺度拿捏。小女孩哭声不止，说明其拥
有强烈的上进心，已经意识到了未认真
学习的不良后果——考卷上的低分、父母
可能出现的失望情绪。此时，相较一味挖
苦、嘲笑，鼓励式教育带给孩子的，是信心
上的加速提升、心态上的乐观强大。给孩
子乘风破浪的勇气与坚毅，远好于他们
因打击式教育而深陷自责的囹圄。需要

强调的是，鼓励式教育不等于溺爱。溺
爱的典型特征是一味包容，即使多次有
意为之的犯错也既往不咎。疼爱而不
溺爱，适时鼓励而不全盘赞美，把握分
寸才是鼓励式教育的精要。

以“别人家的孩子”为参照，偏执于
打击式教育的父母恐难审视自家孩子
的 闪 光 点 ，“ 糟 糕 透 了 ”便 成 其 口 头
禅。这些父母不妨转换视角，重新定
位孩子的成长坐标，多些“精彩极了”
的赞美。在和煦暖阳、微风轻抚的浸
润 下 ，成 长 的 花 朵 必 会 绽 放 别 样 精
彩。 （静子）

鼓励式教育也能收获别样精彩

在众多火灾事故类型中，家庭火灾和广大居

民关系最为密切。消防无小事，这些容易引起家

庭火灾的不良行为，请速速远离！

全国消防日
这些家庭消防隐患，快来自查！

近期，我国各地已启动新冠疫苗加强免
疫接种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加强免
疫接种 3797.3 万人。加强针会让免疫水平
有很大提高吗？能否应对不断变异的病毒
毒株？完成全程接种远超 6个月的人群，接
种加强针还有用吗？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
相关问题，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权威解答，一起了解。

免疫水平会有很大提高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在 10月 3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国内外研究的
结果来看，应用新冠疫苗之后，它的抗体
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下降的情
况。加强针就是通过增加接种疫苗的剂
次，可以快速提高抗体水平。

“目前，我们研究可以看到，有的灭活疫
苗接种完第三针之后，满一个月的时候，我
们测它的抗体水平和第二针满一个月后相
比，抗体水平大概提升 5 倍左右，有的可能
会更高一些，这也就意味着会增加它的保护
作用。”王华庆说。

能否应对不断变异的病毒毒株？
王华庆在 10 月 30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所有
的疫苗对前期出现变异株引起的发病仍
有保护作用，特别是对重症的保护作用更
明显一些。

目前国内接种的加强针只针对 3种灭
活疫苗和一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如果前期
接种了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是否可以接
种加强针？

王华庆在 11 月 6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3种灭活疫苗
和一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在我们国家前期接
种中覆盖人群比例非常大，这 4种疫苗也是
国家批准附条件上市的疫苗。之所以选择
这些疫苗开展加强接种，因为在前期积累了
一定数据。

王华庆同时表示，现在全球都在推进
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涉及到不同技术路
线的疫苗。将来会根据数据收集情况还
有疾病防控的需要，同时考虑疫苗供应的
情况，会研究决定前期接种其他疫苗的人
群是不是要进行加强，用什么疫苗加强。
这些问题都在研究过程中。

全程接种超6个月，再接种还有效果吗？
目前我国启动了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工

作，建议完成全程接种 6个月的人群可以接
种，不少公众担心如果自己完成全程接种的
时间远超过 6个月，现在接种加强针还有没
有用？会不会影响免疫效果？

对此，王华庆在 11月 6日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过去
使用其他疫苗的经验，如果间隔增加，实际
上它的总体免疫效果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

如果间隔的时间越长，随着抗体水平下降，
一旦有传染源暴露时，感染的风险会增
加。建议大家按照间隔的时间要求尽快开
展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也是免费打吗？
王华庆在 10 月 30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关于
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的政策和过去一
样，对居民实施免费政策。

哪些人需要接种？
王华庆在 11月 6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疫情防控的
需要，确定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的重点
人群，主要包括机场、口岸、边检、医院等工
作人员以及60岁以上人员等感染高风险人群
和关键岗位人群。除了这些重点人群外，各地
还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和疫情防控需要，扩大加
强免疫的人群范围，对其他符合条件并且有接
种需要的人群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的服务。截
至目前，已经完成加强免疫接种3797.3万人。

关于去哪里接种加强针，王华庆在 10月
3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原则上是
按照单位统一组织来进行实施，或者行业组
织统一实施。对于其他需要加强免疫接种
的人群，可以关注当地卫生健康委或疾控
部门发布的信息，也可以咨询辖区内的接
种单位来了解接种安排。 （王莹）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这六个最新知识点要知道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近日印发《健康儿童行动提
升计划（2021-2025年）》，鼓励医
疗卫生机构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
开展儿童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
提出加强儿童中医药服务，推进
儿童中医保健进社区进家庭。

在儿童中医药保健提升行
动中，提升计划提出，各级中医
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业务指导，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中医师的儿童保健
和儿科诊疗服务能力；鼓励家
庭医生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各级妇幼
保健机构要推广中医治未病理
念和方法，普及儿童中医药保
健知识，提升群众中医药保健
意识；0至 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
康管理服务率达到85%以上。

我国推进儿童中医保健进社区进家庭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
月 9日，陕西省文物局发布《关
于开通“12359”文物违法举报
投诉热线的公告》，明确对违
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应由各
级文物行政部门受理的违法行
为，可以拨打“12359”全省统一
的文物违法举报投诉热线。

从 2021 年 11 月 9 日起，在
陕 西 省 区 域 内 开 通 并 运 行

“12359”文物违法举报热线，
“7×24 小时”全天候受理本省
内文物违法投诉举报事项。对

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应由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受理的违法
行为，广大群众除了可以拨打
当地文物部门公布的投诉举
报电话外，也可以拨打“12359”
全省统一的文物违法举报投
诉热线。希望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和监督，欢迎拨打“12359”
文物违法举报投诉热线；同时
希望进行实名举报，举报人应
保证举报信息的真实性，不得
虚假举报；受理部门将保护举
报人个人信息安全。

陕西开通“12359”文物违法投诉热线

本报讯（记者 刘强）11月 8
日，西安市人社局、西安市总工
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助力转
型发展，促进充分就业”2021年
冬季大型网络招聘会，共有
1420家各类用人单位发布招聘
信息，涉及 7519个岗位，招聘人

数达 72223人。
求职人员可以通过西安市

公共招聘网、智联招聘等网站
参与招聘活动。用人单位可根
据自身需求在以上平台中自主
选择参与招聘活动，网络招聘
会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

西安举办2021年冬季大型网络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