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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优先，基本盘很稳
本报记者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两个月下降、新增就业完成
全年目标超四成、日均新登记企业 1.86 万户……今年以
来，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发力，就业指标表现良好、质量不断
提升、活力充分显现，整体就业形势稳定向好。相关人士指
出，就业的给力表现体现了中国在稳定和扩大就业方面的
优势和潜力。未来，针对可能出现的波动，中国有信心、有
能力应对就业领域新挑战，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继续保
持就业稳定。

就业市场整体需求好

塞冬旅游度假区每天接待上万名游客。稳定的经济形势、
旺盛的消费需求，为其扩建项目、新招工作人员提供了支
撑。该度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一期沙滩水世界嬉水项
目人气持续的基础上，二期海底世界 4 月 25 日开业。其中，
仅二期就新增了驯养、养殖、客服、安保、收银、餐饮等岗位
近 500 个。
“总体来看，前 4 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459 万人，完
成了全年预期目标的 42%，超过时序进度，比较理想。再考
虑到城镇调查失业率的下降，应该说就业形势稳定向好。”
刘爱华说。

新领域就业岗位增加
就业不仅形势稳，而且充满活力。近年来，随着新兴技
术的发展，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越来越智能化，对工业机
器人系统操作员和系统运维员等新职业人员的需求逐渐
增加。
日前，在广西南宁第四职业技术学校工业机器人实训
室，学生们跟着老师熟悉几种机器人设备的调试。这批学
生是企业的“订单班”，毕业后将直接进入企业，成为工业
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扫码读全文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广泛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
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5 月 18 日，由上海民族乐团带来的 《共同家园》 音乐现场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
演。该演出是“亚洲文化展演”和第十九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参演剧目，将中国民族音乐
与世界各地音乐元素融合，给观众带来别样的视听体验。图为演员在表演 《国风》。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5 月 20 日在瑞士
日内瓦举行。由于民进党当局自 2016 年 5 月
执政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
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破
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导致台湾地区无
法继续参与世卫大会。一段时间以来，为了
推卸责任、转移焦点、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
社会，民进党当局照例上演“一哭二闹三上
吊”的“苦情戏码”。台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
还带了一干人等“蹭会”，准备在会场外搞小
动作，撒泼打滚、鼓噪生事，以博取眼球。
然而，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于事无补，
徒增笑耳。
民进党当局没有拿到世卫大会入场券，
认为是大陆打压，这种指控根本站不住脚。
大陆方面向来主张在一个中国 原 则 的 前 提
下，两岸在涉外事务中应当避免不必要的
内耗，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于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在不
造 成 “ 两 个 中 国 ”“ 一 中 一 台 ” 的 前 提 下 ，
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

就业稳定仍有好基础
展望未来，今年就业压力仍然较大，针对可能出现的
波动，稳定向好的就业形势能否得以延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
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

我妈一直认为她能活得过 90 岁，能见到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唉，可是她坟上的青草已经绿
了三回了。
我妈是个苦命女孩。外公从江苏南通乡下跑到
上海拉黄包车，其间我妈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出生，
穷人养不起两个娃，妹妹被送进外国人开的育婴
堂，从此生死不知。不到 5 岁的我妈，又被父母卖
给上海一户殷实人家，换了 40 块大洋。从此，彭家
的弃儿成了李家的养女，这家里还有个大她两岁的
哥哥。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清晨，我妈推门
出来，惊讶地看到弄堂口上街沿睡满了兵。当时我
妈快 20 岁了，一个人操持着李家的大小家务：洗衣
做饭、照看孩子，名为养女，实则是个女佣。她那
阿哥趁全家人在南通躲日本人时，留了个纸条儿便
离家出走参加新四军了。全家没人敢说破，只说是
出去学做生意了——这是要杀头的大罪啊。
那天，我妈正看着满地的兵发愣，家里电话铃
响了，居然是那个一去 4 年没有音信的阿哥！他说
快来霞飞路见个面，别带爸！他担心爸爸也许算个
小资本家，怕划不清界限。但我妈没忍心，叫上养
父一起去了。见到阿哥后，养父就眼泪哗哗的——
这共产党儿子又黑又瘦，破衣烂衫，破布鞋的洞洞
里露着脚趾头，眼镜腿断了，用绳子胡乱绑着，过
去当富家公子时的风度翩翩荡然无存！
“儿子，咱们还是回家吧！”养父的小声嘀咕，
让阿哥很不开心，就只冲着妹妹说话，告诉她，你
要学习革命道理，学会“自力更生”，参加革命工
作。
只读过两三年小学以及立信会计夜校的妈妈，似
懂非懂，很受震动，羡慕阿哥虽然吃了很多苦，但能为
国家做事，为自己而活。再看看自己，日日家务，太没
意思了，
“我要读书，要找工作，自力更生！”
我妈在报上看到，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招生，校
长叫陈毅，便兴冲冲去考试了。数学几乎交了白
卷，语文是篇作文，题目是“为人民服务”——这
是什么意思啊？我妈胡写了一通，知道完全没戏。
然后又去考过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自然也没录取。
情急之下，老妈就给校长陈毅写了一封信，说了身
世以及自力更生的强烈渴望，每一句都是心里话。
没想到，华东军大居然回了信，夸我妈是“有
志青年”，决定破格录取！
妈妈欣喜若狂，养父却坚决不同意。然而决定当兵，是
老妈这辈子最坚决的一个决定，她不为所动。
走之前，我妈买了点酒自斟自饮，感觉喝了这杯酒，自
己就新生了，就自由了。趁着酒劲儿，她向养母讨要卖身
契，拿到了那张耻辱的纸，她立马撕得粉碎。从此，我妈结
束了养女兼帮佣的生活，独自前往常熟的军大驻地报到。那
是 1949 年 8 月。
在军大，我妈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课

业的导向。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将围绕落实完善就
业优先政策，加强就业形势监测预警。一方面，加大援企稳
岗力度，切实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有关
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
群体的就业帮扶，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落实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计划。同时，进一步把
创新创业创造引向深入，发挥“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支持发展创业投资。
张丽宾表示，在目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中
国已经未雨绸缪采取了多项针对性措施，这将有助于缓解
就业压力并逐步化解中国就业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接下来，考虑到中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稳就业方
面充足的政策工具及未来就业新空间，有信心保持就业
稳定。”张丽宾说。

程，全新的道理让她眼界大开。她文化低，开始
连笔记都不会记，但她能吃苦，人家睡觉她就学
抄笔记。
又一次没想到，1950 年初，军大来了一些首
长来挑兵，妈妈入选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 55 位
女飞行员之一，奔赴牡丹江第七航校培训。妈妈
不服输、不怕吃苦的性格，再一次让她过关斩将
——以小学文化程度，学习大学物理、机械等课
程，其难可知，妈妈头悬梁锥刺股般苦读，笨鸟
先飞，常常一个人夜里打着手电用功，后来不但
拿下学业，还立了三等功，做了机械长。
1952 年 3 月 8 日，在第一批女飞行员的首飞典
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全国妇联名
誉主席何香凝，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等在首都
西郊机场举行观礼，毛主席也在中南海观看了飞
行。毛主席在接见第一批女飞行员时，指着姑娘
们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她们都成器吗？要训练
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做表演员！”
这声音，老妈一直谨记，成了她一生要强的
鞭策：一定要争气，成器！
在空军服役期满，老妈 1955 年奉调哈尔滨军
事工程大学空军工程系，1966 年再调中国科学院
沈阳金属研究所，直至 1984 年离休，又参与了辽
宁省科技志书的编写工作。
顺便提一句，上海解放那天来了一通电话、
彻底改变我妈人生走向的那位“阿哥”，后来成了
我爸——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恩爱的夫妻。
我的女儿感叹，说外婆和外公，这个小女佣嫁给
小少爷的故事，很传奇。
我妈说，如果算是传奇，要永远感激共产党。不
为别的，就为共产党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当人看，
让我们有了翻身做主、改变命运的机会。否则，一个
上海弄堂的小女佣，怎么可能成为军大学生；怎么
可能飞上蓝天；怎么可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礼遇，同我们握手、合
影；怎么可能到了老年还能编书写志？
传奇，是从上海解放那一天，那一个电话开
始的……这不仅是我妈一个人的传奇，也是属于
那个崭新时代的女性传奇。
我想，等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那个日子，
妈妈坟上，会开出一朵微笑的花儿吧。
（作者为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

李泓冰

多国音乐共赞共同家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分析，未来，
工业机器人发展可能影响 4 亿至 8 亿
个工作岗位，其中，设计、计算机、数
学、建筑等领域的就业岗位将增加。
创业创新发展势头好，新企业不
断涌现，成为吸纳就业的活水源泉。刘爱华指出，今年前 4
个月，全国新登记企业日均达到 1.86 万户，处于较高水平，
这是吸收就业的巨大源泉。
“新企业的快速增长能直接带动大量就业，效果明
显。从长远来看，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业创新还将
深入推进、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发展成为促进
就业的持续动力。”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张丽宾说。

上海解放那天的电话铃……

陕西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江苏 3 年组织 10 万名青
年就业见习、浙江免征创业创新平台部分税收……今年以
来，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发力，成效逐步显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中，25-59 岁人口调查失
业率为 4.7%，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进入就业旺
季，失业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说明就业市场整体需
求较好。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波

邱海峰

我和我的祖国⑧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投稿邮箱：whwdzg2019@126.com

台湾无缘世卫大会责任在民进党当局
■ 吴亚明
安排。大陆方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2009 年至 2016 年两岸在涉外事务中的默
契和互动，即为明证。在这期间，台湾地区
连续 8 年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
参与世卫大会，甚至曾经以“中华台北民航
局”名义、理事会主席客人身份列席第 38 届
国际民航大会。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
治基础，也是大陆方面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
大会作出特殊安排的政治基础。但民进党自
2016 年执政以来，将政治图谋置于台湾地区
人民福祉之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
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
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台湾无缘世卫大会这

个局面，完全是由民进党当局造成的，责任
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民进党当局声称台湾缺席世卫大会将
“损害台湾民众健康福祉”，造成“国际防疫
缺口”，也是站不住脚的欺人之谈。大陆方面
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采取了
多项措施促进两岸卫生领域交流合作。在一
个中国原则下，大陆方面对台湾地区参与全
球卫生事务也作了妥善安排。经大陆方面与
世界卫生组织达成安排，台湾地区专家可以
适当身份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会议和活
动，有需要时世卫组织亦可派专家赴台进行
指导。这些安排确保了无论是台湾岛内还是
国际上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台湾地区均

可及时有效应对，体现了大陆对待台湾同胞
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的善意和诚意。
民进党当局的指控也被世界卫生组织
“ 打 脸 ”。 来 自 世 卫 组 织 的 消 息 表 明 ， 2018
年，世卫组织邀请岛内专家参加 5 次正式的
世卫组织技术会议，今年以来则已经邀请参
加 4 次。世卫组织在给大陆记者的相关回应
中还表示，“世卫组织还与一个台湾联络点在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框架下合作……如
果发生疫情或突发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将在
必要时与台湾卫生官员合作，以促进有效应
对。”由此可见，所谓不让台湾地区参加世卫
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根本
就是子虚乌有的假议题，不过是民进党当局

图谋参与世卫大会的谎言和借口。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再次充分证明，“九二
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坚持“九二
共识”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就
可以越走越宽。反之，如果这一基础被破
坏，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
上去。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
上，态度容不得任何模糊。俗话说，解铃还
须系铃人。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早日
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只
有这样，两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续，两
岸也才有可能就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问题进行协商。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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