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密编程指挥机器人在满是
障碍的空间精准取送目标、西餐烘
焙比赛中做出满满中国风的糖制

“艺术品”……在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上，参赛选手精湛的职业技能、
精妙的手工艺术，彷佛一场职业技
能的盛宴，向观众展现新时代职业
技能人才追求完美、敬业专注的职
业风采。

争做状元，弘扬工匠精神。职
业技能大赛旨在鼓励职业技能人
才以竞争促交流，以比赛破瓶颈，
做到精益求精。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不管什么行业，只要在日
以继夜的工作中，保持热情、打磨
技巧，最终都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
状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
大国工匠，无一不是恪尽职守、精
益求精，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始终保
持高度热情的人。他们在日复一
日的工作中，磨练出行业顶尖技
艺。《庄子》中提到的“庖丁解牛”和

“轮扁斫轮”、欧阳修笔下“但手熟
尔”的《卖油翁》，以及《诗经》中“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描述，就是古
人在其职业领域反复琢磨思考、不
断打磨技巧、持续追求极致的情
形。职业技能人才应秉持工匠精
神，在工作中力求精细、追求极致，
争做行业能手，实现自身在职业生
涯中的自我价值突破，用双手和匠
心筑造自己的工匠梦。完美细节和
极致工艺之外，技术革新也是工匠
精神在工作中的主要体现。职业技

能人才还要密切关注职业前沿知
识和技术进展，始终让自己保持在
行业顶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钻研
技术难题、突破技术瓶颈、寻求技
术革新，实现行业的整体进步。

激 励 青 年 ，推 动 技 能 成 才 。
本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参赛
选手的平均年龄只有 21.8 岁，最
小的仅 16 岁，其中“90 后”占了九
成，可以看出青年一代正逐渐成
为各自领域的优秀人才。但需要
认识到，社会上仍存在轻视职业
教育、技能人才的现象，依然有部
分青年及其家庭对职业教育抱有
抗拒心理，对技能成才之路心存
轻视。因此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的最大意义，在于向全社会展
现匠人风采、弘扬工匠精神、凸显
技术人才价值，通过展示各职业
技能人才的匠人技、状元才，营造
尊崇工匠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
相信在此社会氛围下，会有更多
青年一代投身技术队伍，职业教
育水平也能够迅速提高，技能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也
将逐步完善，为劳动者成才创造
条件、搭建平台。

集百谷之石以为山岳，汇千泉
之水以成江海，聚万点星光以照四
方。只有积极培养具备匠人技艺、
秉持工匠精神的职业技能人才队
伍，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打造世界级的中国品牌，让中
国制造、中国创造加快进入世界领
先行列。

展现匠人风采
激励技能成才

■ 吕浩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劝和不劝离”
善心未必结善果

■ 韩慧

近日，一桩离婚案引起网友热议。陕西的李女
士向法院起诉，结婚40年来常被丈夫打骂，如今仨
子女终于成年，“想过几天轻松日子”，于是起诉离
婚。法院认为，李女士夫妻已共同生活40载，应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晚年，只要双方互谅沟通仍是一
个美满的家庭，驳回了李女士的离婚诉求。有的网
友认为，法院“劝和不劝离”的善意值得点赞，有的网
友则认为，李女士起诉离婚肯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法院应当给予支持。

法院作出驳回离婚诉求的决定，是基于双方感
情尚未破裂的考虑。但双方感情是否破裂，李女士
的晚年能否称得上“幸福”，需要进一步查证。如果
真实情况如李女士所言，40年来“常被丈夫打骂”，
那么法院驳回李女士的离婚诉求，不亚于对家庭暴
力和虐待的纵容，会对李女士造成叠加伤害。这需
要进一步求证查实，才能作出更符合当事人意愿和
真实情况的判决。

无论李女士的离婚诉求最终结果如何，一纸诉状
也诉说了李女士在40年婚姻生活中的隐忍与压抑。
李女士的遭遇让人联想到近日的一位网红苏女士。50
岁的苏女士为了逃离冷漠的丈夫、令人窒息的家庭，在
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贷款买车，一个人踏上未知
的旅程，令不少网友为其勇气打Call，有的直言从中看到
了“自己的渴望”，“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当“逃离婚姻”成为部分女性内心深处的呐喊，她们在婚
姻生活中长期压抑的状态应当引起社会足够重视。

一直以来，由于受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或者害
怕世俗异样的眼光，或者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给孩
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一些人一再容忍婚姻中的
种种不如意，努力维持家庭的和睦气氛。比如，每逢
中高考之后，就会出现一阵离婚率升高的情况。为
了孩子，不少人宁愿被婚姻绑架幸福，长期压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中国式家长的苦心，也是围城
里家长的悲哀。

离婚无小事，司法机关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既要严
格遵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也要审查双方当事人的情感
情况。司法部门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婚姻自由
权利，如果婚姻成为限制个人追求幸福的枷锁，应给予
不幸的一方及时支持与帮助，令其早日摆脱不幸境
地。别把婚姻中任何一方的委曲求全当成幸福，“劝和
不劝离”的善心未必都能结出善果。

12 月 13 日晚，我国
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在
广州落幕，海南代表团59
人参加 53个项目角逐，
喜获2枚银牌、1枚铜牌
和27个优胜奖。其中潘
家升、劳淋、张明华、布丹
四名选手分别荣获“全国
技术能手”称号，13人入
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国家集训队。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海南高质量
高标准建设自贸港，需要大量技能型
人才。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
不少政策，支持职业技能培训教育，
海南在去年9月也发布了《海南省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
2021年）》，积极提高劳动者素质、推
动高技能人才培养。此次在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取得优异的成绩，是海南
长期重视职业技能培育的成果，也必
将极大提升技能人才的荣誉感、责任
感和积极性、创造性，激励更多青年
一代走技能成才之路。

随着新媒体、新业态的兴起，越
来越多的技能人才开始崭露头角。
例如，活跃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的美
食博主、美妆博主、带货能手，穿行在
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服务千家万户
的家装达人……他们凭借在各自领
域的一技之长圈粉无数，也赢得社会
各界的肯定与尊重，获得了属于自己
的精彩。这些技能型人才的走红、走
俏，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
生动诠释，也为更多技能人才的涌现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受根深蒂
固的传统观念影响，仍有不少人对技
能成才之路存在误解。有不少人认
为技工是“蓝领”，成为精英才是正
道；还有不少家长认为只有学习成绩
偏低的孩子才会报读职业技术学校，
成绩好考上大学才是荣耀，等等。这
些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教
育的发展，也影响了不少年轻人的技

能成才之路。
技能人才的培养、成才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需要家庭、学校、以及
全社会一起努力，尊重、重视职业技
能教育，关心技能人才的成长。家
长应摒弃“重学历轻技能”等错误
思想观念，帮助、鼓励孩子找到自
己的兴趣、特长，并坚定地走下去；
学校应给学生提供更多平台和尝
试的机会，鼓励他们选择多样化的
成长路径；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也
应更加重视职业技能培训教育，通
过完善制度体系、拓宽发展空间、
提高待遇薪资等方式给予技能人
才充分的认可与尊重，大力弘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营造技能成才
的良好氛围。

当然，外部环境只能作为辅助，走
技能成才之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年
轻人自己努力。这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转变就业观、成才观，结合实际选择自
己的成才之路；也需要更多年轻技术
工人脚踏实地、认真钻研、苦练本领，
沿着台阶一步步地向上攀登，从小匠
成长为大匠乃至大国工匠。

当前，海南正在全力以赴加快
推进自贸港建设，对劳动者的职业
素质、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进一步在海南营造关注技能、
尊重劳动的良好环境，为技能人才
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舞台，
就可以吸引、造就更多的技能人才
在海南就业、创业，共享发展新机
遇，为自贸港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
支持、技术支撑。

营造技能成才的
良好环境

■ 魏燕

谈热点 寻真相

微评
@人民日报：齐抓共管防控青少

年儿童肥胖。《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显
示，近年来主要大城市儿童肥胖率不
断攀升、“小胖墩”现象日益普遍，提

醒我们防控儿童肥胖刻不容缓。儿
童期肥胖不但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
降低运动和学习能力，还会增加成年
后患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
病的风险，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
负担。抓住时机、采取行动，不仅能

遏制青少年儿童肥胖的快速发展，还
有助于成年人肥胖及相关慢性病的
防控。

@新京报：见义勇为也该有制度
“绿灯”。“连闯 3 个红灯，被扣 18 分，
处以 600 元罚款。”近日，广东东莞

一网约车司机艾先生为了抢时间救
助车上突发疾病的婴儿进行了这样
一波“极限操作”。不能让“英雄流血
又流泪”，警方的做法无疑值得点赞，
但救人者为救人所付出的“闯红灯”
的成本该由谁来承担？无论是避让

特殊车辆也好，还是自己遇到有紧急
情况闯红灯送乘客就医也罢，对于当
下的司机来说都面临救不救的道德
困境。当前，法规和制度应减轻司机
见义勇的成本，从而激发社会更多的

“善”。 （魏 辑）

论见天涯

新闻背景

参赛选手们在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上比绝技、赛绝活。

图/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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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开发的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十一期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
延长线（迎宾大道）。2011年1月颁发国土证（证号：2011000447），
2016年3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460100201600031）。
项目批建71栋分两个标段，其中一标段由22栋低层产权式酒店、14
栋多层产权式酒店层组成；二标段由5座主题温泉馆、30座主题温
泉汤屋组成。该项目一标段及其相应用地范围地上部分的道路、绿
化、停车位、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和地下室（含停车位及各类设施用
房）已按设计方案建设竣工，具备分期规划核实的条件。我司为了
尽快将房屋交付业主，现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报该项目中
的一标段分期规划核实。分期规划核实内容：一标段规划范围内的
建筑工程项目。建成区（一标段）与施工区（二标段）已设置安全隔
离设施。现将相关内容予以登报公告、现场公示。经征求相关利害
关系人意见，对公示内容无异议的，海口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可按
程序分期规划核实。特此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0年12
月15日至12月 23日）。2、公示地点：建设项目现场；报纸。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金宇东路23号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龙华分局（邮政编码：570206）或以电子邮箱的形式发送至
zzgjlhfigs@sina.com。（2）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3）咨询电话：0898-68573022，联系人：王工。

海南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十一期
分期规划核实规划公示启事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位于嘉积镇实
验小学南侧。原批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用地面积103835.47m2，
总建筑面积180171.41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171597.96m2），容积
率1.65，建筑密度16.43%，绿化率35.5%。根据市政府要求，需将项
目中16878.91m2用地面积拨付嘉积镇政府，因此需对项目总平面图
进行修改，调整后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用地面积86956.56m2，
总建筑面积180171.41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171597.96m2），容积
率1.97，建筑密度19.62%，绿化率24.36%。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2月15日至12月23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4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中低收入财政供养人员

住宅小区总平面图调整的公示

2020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将于2020年12月18日至22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了确保2020年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届时将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区域路段适
时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建议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0年12月18日—22日07：00—19：00（每天）
二、管制路段：长欢路、21号路、3号路、长滨北五路、镇海路与长香路交叉口至镇海路与长欢交叉口。
三、观众车辆停放区域
无通行证的观众车辆可通过滨海大道进入会展中心二期地下停车场停放及长滨四路、长滨五

路、长滨六路临时停放；有通行证的车辆按已制定的路线行驶。
四、冬季交易会期间车辆通行方式
冬季交易会期间，有通行证的车辆实行单循环由长欢路南向北单向行驶途径21号路、3号路

或长滨北五路北往南出滨海大道，逆时针单循环行驶。
五、注意事项
凡通过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周边路段（如滨海大道、长欢路、21号路、3号路、长滨北五路、镇海

路）的车辆和行人必须严格遵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或交通标志指示行驶；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
谅解。

附：区域单向循环路线图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20年12月8日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关于2020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适时道路交通管制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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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海南唯一的肿瘤三级专科医
院；构建医疗康复产业集群，成功推出

“颐养公社”高端养老品牌；打造国际版
“1+X”共享医院平台……一直以来，他
积极响应国家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战
略部署，投身自贸港建设，开拓进取、锐
意创新，带领企业从传统商贸向大健康
产业转型，助力海南医疗产业布局，致力
把海南康养名片擦亮。他就是民革党
员、海南第一投资集团（以下简称“一投
集团”）董事长蒋会成。

“至今，一投集团已走过33年。33
年来，集团与海南发展同频共振，参与了
第一批海南国企改革、成为海南第一家商
业类上市公司、成立国内第一家从非公募
转型为公募的慈善基金会、建成海南第一
家非公有制事业单位医院。”蒋会成表示，

当前，一投集团正抓紧形成以医疗康复为
核心、养生养老为基础、产业金融为纽带
的大健康产业新格局，致力成为海南自贸
港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转型大健康产业，不仅是一个企
业家的社会责任，更是对企业家初心与
恒心的考验。”从打拼多年的传统商贸
转型至完全陌生的医疗产业，需要面对
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填补我省肿瘤专
科医院的空白，蒋会成用五年的时间，
率队到世界各地学习考察，引进全球知

名医院的先进理念，并聘请了世界排名
前三的专业设计公司进行医院设计，以
及国内最好的医疗建设团队建设海南
省肿瘤医院。

2015年12月25日，海南省肿瘤医
院如期建成并开诊。此举正式拉开一投
集团进军大健康产业的序幕。作为海南
健康产业的探路者，该医院如今已成为
海南省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龙头。

蒋会成说，转型大健康产业，要有
“吃螃蟹”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

胆试、大胆闯，在试中开拓、在干中完
善。“如今，一投集团正加快打造和推广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特许医疗
全新服务体验，不断引进国际新特药物，
为我省乃至全国及东南亚患者提供更好
的规范化诊疗、审批、用药等全程保障服
务，给患者带来更多‘生命希望’。”蒋会
成介绍，一直以来，集团秉持“人才强院”
发展战略，积极引进特聘院士及一流专
家团队、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领军人
才”“拔尖人才”“高层次人才”等，通过集

聚人才资源助力大健康产业“快跑”。
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家，蒋会成的身

上不仅有创新实干的开拓精神、劳动精
神，也有主动回报社会的责任担当。扎
根海南发展的33年，也是他坚持善行的
33年。这期间，蒋会成个人及其旗下企
业在抗疫、救灾、助教、扶贫、济困等多个
方面的捐赠累计过亿元。由他出资成立
的成美慈善基金会现已成为5A级专业
基金会。

今年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
上，蒋会成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
号。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他十分激
动：“这份荣誉的取得，离不开新时代为
我们干事创业提供的巨大历史机遇，离
不开海南自贸港提供的广阔舞台，更离
不开一投集团广大员工们的团结奋斗。
我将继续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鞭策自己，再接再厉，积极进取、勇于
奉献，建功自贸港。”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民革党员、海南第一投资集团董事长蒋会成：

建功自贸港 做海南大健康产业引领者

助力建设自贸港，统一战线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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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
色校园。”日前，走进海口市琼山区椰
博小学，处处可见垃圾分类的标语标
识、展板、海报，以及分类垃圾桶。

该校一楼的一间展示间里，桌子
上摆满了在今年10月底学校举办的

“废品回收 变废为宝”亲子手工制作
比赛上，学生和家长们用废品制作的
手工艺品。塑料吸管做“枝”、矿泉水
瓶盖为“花”、一次性水杯为“盆”，拼在
一起，就是一个美观的小型花瓶。一

个空羽毛球筒绑上几个易拉罐，就是
一个即将发射的“火箭”。将用完的洗
衣液瓶剪开瓶身，铺上土，就是一个好
看的“小花盆”……

该校一年级学生叶哲瀚在家长的
帮助下，用矿泉水瓶、废纸袋、吸管、鞋
盒、饮料杯盖等废品制作了一辆“坦
克”。一年级学生马梓真和家长一起
用废旧的玩具、棉签、泡沫、花草、雪糕
棒等物件建了一座“小房子”。一年级
学生卓至尚则在家长的协助下盖了一

所“学校”，在孩子和家长的奇思妙想
与巧手中，棉签、泡沫、废纸壳等废品
被巧妙组合，变身为一所现代化校
园。“通过这个活动，我们倡导大家变
废为宝，实现垃圾减量。”椰博小学副
校长吴彬说道。

据了解，自2019年开始招生以
来，该校就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使垃圾分类环保意识入
脑、入心、更入行，不但安排了主题班
会、国旗下的讲话，还面向全体教职工

和全体学生多次开展2020年“践行垃
圾分类，共享绿色生活”有奖问答知识
竞赛活动。

吴彬介绍，该校专门在学校一楼
的一处空地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收集
屋，并摆放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实现
生活垃圾精准投放，“为了方便学生投
放，我们还特意根据学生的身高调整
了垃圾桶的高度。”

“接下来我们将把垃圾分类纳入
文明班级考评体系中，进入垃圾分类

的常态化管理阶段。”吴彬表示。
据了解，为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

动一个家庭的良好效果，琼山区要求
各校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常识纳入专
题教育内容，在幼儿园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启蒙教育，在中小学实施垃
圾分类常识教育。同时，该区各校还
利用校园广播、LED显示屏、宣传栏
等渠道进行宣传，并邀请专家举行专
题讲座，让学生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策划、撰文、供图/赵静毅）

海口琼山椰博小学创新方式宣传环保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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