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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 日，“科技筑梦·创新成长”西安市雁塔区校园科普
行活动在航天二一〇小学拉开帷幕。图为机器人大黄蜂来到活
动现场和孩子们热情“打招呼”。 杜成轩 摄

本报讯（郑昕 薛天）11月 26日至 27日，国
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体教融合奥运冠军走基
层”活动走进秦巴山区的陕西省平利县。五
名奥运冠军领衔的运动员团队为当地中小学
生进行了一堂别样体育课，并看望了正在此
地体育支教的两所大学师生。

拔河、毛毛虫竞速、两人三足赛跑，这些充
满趣味的运动项目，在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
和平利县中学相继展开。奥运冠军丁宁、庞伟、
李发彬、谢思埸和杨浚瑄，以及王峥、景瑞雪、冯
璐璐等三名陕西籍运动员纷纷戴上红领巾上
阵，加入学生队伍一同享受运动快乐，并向学
生们讲授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意义。

丁宁与庞伟分别为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
奋斗历程。他们心怀祖国、顽强拼搏的故事，
赢得了在场学生的热烈掌声。

在平利县中学，这些体坛名将们向广大青
少年发出了“参与运动、享受乐趣、增强体质”的
倡议，呼吁学生加入体育锻炼的队伍，力争做到
每人拥有一到两项体育运动爱好。活动期间，
他们还为全县中小学体育老师代表讲解了青
少年日常体育训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次活动主办方表示，奥运冠军走基层
一方面是国家体育总局体教融合走基层的有
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奥运冠军的
知名度、影响力，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让孩子
们爱上体育、参与体育，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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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毒株为何“需要关注”
现有防疫工具是否还有效 ？？？？？？？？？？？？？？？？？？？？？？？？？？？？？？？？

对于近日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新冠
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世界卫生组织
11月26日紧急召开专门评估会议，将其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国
加强监测与测序工作。

奥密克戎毒株为何“需要关注”？
此次病毒突变的意义何在？现有防疫
工具是否还有效？

变异值得关注

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所有病毒，都可能在自我
复制过程中犯点“错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变
异。大多数变异并不会使病毒“性情大变”，但也
有一些变异会使病毒发生值得关注的性状改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病毒学专家托马斯·皮科
克介绍，11月新发现的奥密克戎毒株发生了很多
变异，仅在其表面刺突蛋白上的变异就有 32 处，
而新冠病毒正是通过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
合感染人体的。这种新毒株“似乎在所有已识别

的抗原位点都有突变”，这或许会影响多数抗体对
刺突蛋白的识别。

英国沃里克大学病毒学家劳伦斯·扬表示，新
毒株不仅首次将其他毒株中的一些变异集于一
身，还有新的变异。

世界卫生组织 26日紧急召开专门评估会议，
认为奥密克戎毒株的一些突变“令人担忧”，并将
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
与测序工作。

突变意义仍未知

世卫组织 26 日介绍，这一新毒株 9 日在南非
被首次确认，24日首次报告给世卫组织。从流行
病学上看，最近几周南非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急剧
上升，与检测到奥密克戎毒株的情况吻合。

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被检测出的速
度比以往造成感染激增的其他变异毒株都快，表
明这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具有生长优势。另外，
与此前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相比，奥密克
戎毒株可能会增加人们二次感染新冠的风险。

不过，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奥密克戎毒
株的凶险程度。同样属于“需要关注”变异毒株
的贝塔毒株在刚出现时也曾让科研人员惊讶，
但最终被证明没有那么凶险，并逐渐被德尔塔
毒株所取代。

英国剑桥大学领导新冠病毒基因测序项目
的莎伦·皮科克说，现有数据显示，新毒株携有
可能导致传染性增强的突变，但许多突变的意
义仍未知。

防疫工具仍有效

奥密克戎毒株会使现有诊疗方法和疫苗失效
吗？据世卫组织介绍，当前常用的聚合酶链式反
应检测（核酸检测）仍可用于标记奥密克戎毒株。

在疫苗有效性方面，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学
专家尼尔·弗格森表示，目前还没有对奥密克
戎毒株可能弱化疫苗效力的可靠评估，因此现
在评估其风险为时过早。帝国理工学院实验
医学教授彼得·奥彭肖认为，面对新毒株，目前
的疫苗“极不可能”完全不起作用，但仍需要更
多数据来确定疫苗的保护效力。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
哈切特指出，新毒株的出现使开发更有效的
新冠疫苗变得更为迫切，此外还需继续在全
球范围内扩大疫苗接种以减少病毒传播。

一些专家表示，虽然尚不清楚奥密克戎毒
株会对公共健康构成多大威胁，但不采取行动
的潜在后果可能很严重。与德尔塔毒株不
同，奥密克戎毒株刚刚出现就受到全球广泛
关注，这或许有助人们更早地采取措施，遏制疫
情蔓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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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的危害性、传播会有多快、会不会
使疾病更加严重，以及是否需要针对它进行疫
苗研发，还要根据情况来判断。现在下结论为
时太早。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我认为对中国目前还不会产生大的影
响，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是
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 张文宏

围堵“清零”政策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
宝”，这个“法宝”效果非常好；只要坚持常态化防
控的措施，就能够防止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

关于奥密克戎有这些研判

根据《陕西省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命名管理工作办法
（试行）》（陕工发［2020］15 号）和《关于申报命名 2021 年“陕西省建设系统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通知》（陕建工发［2021］36 号）要求，经省
建设工会研究，确定以下 10 个工作室为陕西省建设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现予公示。

1.赵治海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2.邰炜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
3.周佳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4.刘涛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5.张玉军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建丝路轨道交通事业部
6.武猛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7.高宇甲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8.李国强劳模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铁七局集团西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9.范斌钢筋翻样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建八局西北公司
10.沈建明劳模创新工作室
所在单位：中建四局西北公司
公示时间：2021年 11月 30日至 2021年 12月 6日。如对公示的拟命名对象

有不同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向陕西省建设工会反映。
联 系 人：张 珂
联系电话：029-87349352（传真）
联系地址：西安市莲湖路389号
电子邮箱：648240346@qq.com

陕西省建设工会委员会
2021年11月30日

2021年陕西省建设系统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拟命名名单公示

11 月 28 日，远在云南
中老铁路研和铺架基地的
工人，收到中铁一局新运
公司工会邮寄来的《陕西工
人报》。他们在休息时一起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学
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为中
老铁路的早日开通运营贡
献力量。 刘顺良 摄

“四川省婚假只有 3 天，年轻人根本没有时
间结婚。”日前，一位网友留言得到四川省人社
厅回复：“将适时发布最新婚假政策，以便更好
地保障职工举办婚礼和蜜月旅游。”很快，“婚假
太短，没时间结婚”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络
热议：婚假怎样调整，年轻人才能愉快结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 12 个省份明
确调整或计划调整、延长婚假。其中，陕西、江
苏、安徽、贵州将原有 3 天的法定婚假，延长为
13 天，吉林、青海延长至 15 天，河北、江西延长
为 18 天，黑龙江是 15 天婚假+10 天婚前医学检
查假，山西规定婚假为 30天。河南修订为 21天
婚假+7 天婚前医学检查假。湖北提出可以在
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延长婚假。总体来看，目
前全国各地婚假短则3天，长至30天。

为何各地的婚假“长短不一”？2015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删掉了有关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此后，国家
法定婚假为 3天。今年 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
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修订。随后，各地人大
常委会陆续启动了本地的修订工作。从已经完成
修订的省份来看，多地延长婚假，但不同省份的规
定差别较大。同时，一些地方的修订工作正在进
行中，因此，一些地区仍执行3天婚假的规定。

那么，婚假制度应如何修订，才能让年轻人
愉快结婚？

当前，外出打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办场婚礼
大多要从工作地回到家乡。在北京工作的李芳是
黑龙江人，她的未婚夫是广西人。“我们往返两边
办婚礼，仅路上就需要三四天，加上婚礼筹备，
最少需要七八天。”李芳说。笔者在年轻群体中
调查发现，他们普遍认为，10天婚假比较合理。

对各地婚假规定上的差异，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表示，制定地方性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既要考虑地方的实际需
要，也要维护法制的统一。各地婚假相差 10 倍
之多，是不正常的现象。

其实，人社部在早前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
进行答复时就曾表示，将对婚假和丧假的天数
统一予以调整，对未依法落实规定的企业，明确
法律责任。除了调整婚假的法律法规，沈建峰
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工会还可以在法定婚
假的基础上，协商约定更长时间的婚假，满足实
际需求。法定假期设置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
适应，在休假天数、是否带薪等问题上，要平
衡好劳动者休假需要、企业负担之间的关系，
唯有这样才能“让企业落实起来不再犹豫，让年
轻人休起来更有底气”。 （张菁）

婚假怎样调整 年轻人才能愉快结婚
“婚假太短，没时间结婚”话题冲上热搜

本报讯（陈练斌）近日，杨凌示范区
第四届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揭晓，陕西
化建公司职工张德杰荣获“敬业奉
献”道德模范称号。

张德杰参加工作 26 年来，严以律

己、好学上进，刻苦钻研技术，练就一手
精湛的焊接技艺，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步
成长为“焊接高技能专家”，先后荣获

“陕西省技术能手”“陕西省优秀高技
能人才”“陕西省首席技师”等称号。

陕西化建职工荣获“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近几年来，在各级工会组
织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
面对环卫工、交警、快递员等
户外劳动者提供临时休息场
所的劳动者驿站，纷纷在各地
大街小巷以崭新的面孔出现
人们眼前。

这些劳动者驿站内，一般
配备了桌椅、饮水机、取暖降温
设备、应急药箱、充电站、应急
雨具等设施和用品，为广大户
外劳动者避雨、如厕、休息、充
电等提供了诸多方便，也为他
们工作赢得更多体面和尊重。
设立劳动者驿站作为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
深走实的一项具体举措，得到
社会各界一致称赞。

不可否认的是，因客观条
件和具体情况不同，各地劳动者驿站的
建设水平也不尽相同，存在不同程度的
问题。为此，笔者梳理了一些意见建议，
希望有所裨益。

首先，要建立健全劳动者驿站管理
制度，做到卫生有人打扫，设施有人维
护，日常有人服务，坚持敞开方便之门。

设立留言簿和问题反馈电话，
及时收集各方面意见，加强和
改进工作。

其次，要探索构建劳动者
驿站的共建机制，不断织密“站
点”，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
水平，尽力满足户外劳动者的
各种需求，让他们感到更贴心、
更暖心、更放心。

第三，要充分借助社会资
源，大力倡议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积极参与，能够将临街对外营
业的接待大厅或休闲等场所，用
来支持或合作建设劳动者驿站，
以此可解决劳动者驿站建设特
别是用房方面的根本困难。

总之，盼望社会各界都能
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共
同发力，齐心把劳动者驿站真

正建设成户外劳动者的温馨港湾，让大
家能够切实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杨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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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志勇）11月 29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为进一步提高人社政务服务水平，省人
社厅打造了具有“智能导航”的人社服务电
子地图，为企业群众办事提供精准指引。

自今年 5月份上线以来，电子地图
手机端（陕西 12333微信公众号、陕西人
社微信公众号和秦云就业微信小程序）
和PC端（陕西人社政务服务网）累计访
问达22.1万人次。

据了解，这个电子地图集人社服务
机构地址、政务服务办事指南等信息于

一体，企业职工办事只需登录人社政务
服务电子地图，即可轻松实现“知点找
点”，已知办事地点，输入机构名称或
地址，在地图上点击选择，即可导航；

“知点找事”，已知机构名称或地址，可
查询了解能办哪些事；“知事找点”，有
办事需求，按照服务范围或事项，可查
询去哪里办事；“链接直办”，部分服务
网点加载 83 个网办事项，进入链接后
可直接办理。通过这些多元化精准指
引和导航服务，让办事群众对人社业务
感到“易懂、易索、易办、易得”。

我省人社服务直通车迈入“智能导航”时代

本报讯（记者 林萍）近日，省财政
厅下达补助资金 5.19亿元，支持高校落
实服兵役学生教育资助政策，提升退役
士兵的整体文化素质，引导更多优秀学
生投身国防事业。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落实退役军人事
务部、财政部等7部门《关于全面做好退
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有
关要求，自 2019年秋季学期起，对通过

全国统一高考和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
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校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均实行学费减免，对全日
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
生国家助学金。政策实施将有效缓解
退役士兵的工学矛盾和生活压力，让
退役士兵在接受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
的同时，通过适应性培训快速转变角
色、融入社会，提升职业能力。

省财政5.19亿元保障服兵役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