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清华大学与美团点评联合启动
野城市新青年计划冶,首批推出骑手心理热线
和骑手自强学堂两个项目,分别由清华大学
心理咨询中心和学堂在线为外卖骑手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和在线课程学习辅导遥 两个
项目不仅为美团骑手服务,也向全社会外卖
骑手开放遥

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 催生了一个庞大
的职业群体要要要外卖骑手遥 据统计,仅美团外
卖就有 50多万名骑手, 其中 75%来自偏远农
村遥2017年,共有 41.6万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
外卖骑手在美团供职, 覆盖全国 98%的贫困
县遥 可以说,外卖行业扩展了农村青年的就业
渠道,为农村青年劳动力转化为野城市新青年冶
提供了新的平台遥 外卖骑手也通过自己的辛
勤劳动,为城市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遥

外卖骑手每天工作一般长达十二个小
时,工作负荷重尧压力大,工作中可能遇到挑
剔苛刻甚至不尊重别人的消费者,为此需承
受不少委屈 ,难免产生情绪的波动,需要及
时排解疏导遥 同时,外卖骑手并不是没有特
点尧没有追求的野程序人冶,很多骑手有着丰
富的个性和多元的需求, 其中不乏会唱歌尧
作画尧写作抑或是会多国语言的人才,有的
人想自学课程去做互联网产品,有人想带家
乡的兄弟一起脱贫致富遥 针对外卖骑手的
心理健康需求和成长成才需求,野城市新青
年计划冶 推出骑手心理热线和自强学堂项
目, 有助于骑手心理和智力两方面的成熟尧
成长,帮助他们以自尊尧自信尧自立尧自强的
姿态,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遥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员工的辛勤付出,员
工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是企业发展的动
力和保障遥 关心员工的心理健康,为员工提

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发展平台,是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让企业
赢得员工的信任和支持,赢得社会的理解和
尊重遥 同时,高校与企业合作,为野城市新青
年冶群体提供心理咨询尧学习支持等服务,也
是高校履行社会责任尧 从服务社会的过程
中汲取更多营养的有力举措遥

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越来
越多的现代服务业劳动者表现出了卓尔不
凡的特质遥 他们具有成长发展和自我实现
的强烈需求 ,不断努力学习提升自己,努力
拼搏承担责任,努力奋斗实现梦想,形成了
一个有理想尧有本领尧有担当的野城市新青
年冶群体,外卖骑手尧快递小哥是他们中的典
型代表遥 也要看到,不少野城市新青年冶可能
面临着融入城市难尧被边缘化的问题遥 一项
统计显示,约有 45%的青年农民工的所思所
想很少能够进入公共视野遥 在城市公共政
策制定过程中,野城市新青年冶是沉默的弱势
群体,他们的声音需要被更多人听到,他们
的发展需要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他们权益
应当有更加完备的救济保障机制遥

野城市新青年冶用辛勤的汗水为城市居
民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是城市运行的服务
者和贡献者, 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守护
者遥 城市社会应当向野城市新青年冶敞开胸
怀尧伸出援手,为他们解决各类烦恼和问题,
搭建学习和提升的平台, 为他们成长成才尧
发展完善提供全面有力的支持遥 希望有更
多企业尧 高校和其他社会力量关注尧 善待
野城市新青年冶, 帮助
他们更好地融入城
市, 实现自己的梦想
和人生价值遥 李一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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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植物叶子是绿色的袁五大发
展理念之一的野绿色冶代表的是对自然
生态环境的保护遥

十九大报告说院野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遥 必须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遥 冶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对优美生态
环的需要遥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我国 30多年
大发展付出的代价之一袁空气尧水尧地面
均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袁造成的恶果最
集中体现在对国民健康的危害要要要恶
性病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遥 因为长期滥
用农药化肥搞种植和过量使用含激素

等有害物的饲料搞养殖袁污染了生活的
环境袁连山区里患恶性病慢性病的村民
也越来越多遥

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保护生态环境建设非常
重视袁采取各种措施袁从根本上扭转了
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局遥 但冰冻三尺袁非
一日之寒袁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也
非短时间就能化解袁 需要持续不懈努
力遥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表现在工业尧农
业尧生活各个方面袁保护生态环境也应
当是全面性的遥

全国上下要消除对 GDP的盲目崇
拜袁真正按习总书记的要求野把不损害
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遥 冶人的基本
生活环境都破坏了袁每时每刻要呼吸的
空气有毒袁每天要喝的水有害袁健康生
命受威胁袁 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无意义遥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袁一定要打赢防

治污染攻坚战遥
着力推进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冶袁实

现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袁大量淘汰高
能耗尧高排放尧高污染的低端产能袁从根
本上抑制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遥

习总书记说院野只有实行最严格的
制度尧最严密的法治袁才能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保障遥 冶要通过立法提高工业
企业三废排放市场准入标准袁提高食品
用品有害物含量标准袁最低必须达到国
际平均标准袁 努力向国际高标准靠拢遥
农业生产必须根本扭转长期以来为追
求高产速生尧省时省力尧农药化肥添加
剂等有害物滥用的生产方式遥 大幅度提
高违法成本袁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的
人与事进行严厉惩罚遥

持续开展国土绿化工程袁提高森林
覆盖率遥 多开辟国家森林公园袁鼓励地
方建设森林公园袁城市乡村建设努力园
林化遥

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袁 必须投

入足够的资金修复袁 还原蓝天碧水绿
地遥

国家应倡导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袁
切实实施好 野节约资源袁 保护环境冶的
基本国策遥 通过少一些的物质消费获
得生活的快乐遥 节约对个人是小事袁对
国家却是大事袁每人节一张纸袁有车的
少开一次车袁 对环境保护的意义就不
小遥 鉴于国民素质偏低袁 铺张浪费成
风袁国家应颁布叶反浪费法曳袁根本抑铺
张浪费的行为遥 对明显会破坏环境的
消费行为袁如机动车辆过度使用尧塑料
袋使用尧商品过分包装尧图方便的一次
性用品使用等通过高征税等措施加以
限制遥

落实野绿色冶发展理念袁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袁人人都能为野建设美丽中
国冶作出贡献遥

中国的传统节日袁喜庆而祥和袁热闹而
温暖袁爆竹响起袁烟花满天袁总是牵动着亿万
中国人的心遥 节日里袁有着欢乐袁夹着思念袁
传统的节日围绕着亲情这根主线袁演绎着千
家万户不同的回忆袁传统的节日伴随着每个
人成长袁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习惯
当中遥 传统节日是我们国家独特的民俗文
化袁也是生活中的一种信仰袁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遥

传统节日总是在爆竹声中开场袁 这种
热闹的声响和氛围早已定格在人们的心中遥
然而袁近几年袁在节日里燃放烟花爆竹的弊
端日益凸现袁 燃放烟花爆竹引发了火灾袁造
成了人身伤害袁 带来了空气和噪音的污染袁
尤其是在清明节袁人们上山祭祀袁引发山火
的新闻接二连三袁给环境尧资源尧人身尧财产
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损失袁清明节变成了消防
部门最忙的日子袁 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了
野禁火令冶和野禁燃令冶袁清明节日期间乡村干
部也严阵以待袁时时防范山火的发生袁但是
还是有些人不顾法律禁令袁 抱着侥幸心理袁
认为祭祀先人是最重要的事袁只要注意一下
用火就行袁殊不知袁火灾事故总是在不经意
间发生袁当森林火灾发生后袁在无专业灭火
设备的情况下袁单靠人的力量森林火灾是难
以扑灭的袁违反禁令只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
损失袁给自身带来苦果遥

移风易俗袁破除迷信袁转变观念袁让人
们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对先人的哀思遥 用
鲜花袁植树袁网上祭祀等等健康的方式来表
达对先人的思念和敬意袁 彻底地破除清明
节烧纸袁燃香袁鸣炮的祭祀方式袁把不文明

的祭祀方式当成是一种陋习袁在禁的过程中逐步宣传和引导袁
在青少年中强化宣传和教育袁 把文明祭祀的方式列入道德法
律教材袁 从小教育学生转变传统的观念袁 做遵守社会秩序的
人袁用文明的方式来祭祀袁用健康的方式来度过传统的节日袁
同时袁充分利用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袁以身作则袁通过案
例袁宣传危害袁转变方式袁用劝导和惩处的方式制止不文明
祭祀的行为袁引领社会的新风尚袁真正让人们遵纪守法袁干
干净净祭祀遥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袁在鞭策陋习的同时袁还需
要管理好问题源头袁烟花和爆竹隐藏着危险的因素袁这
种产业必须要严格管理袁 烟花和爆竹不仅浪费资源袁
而且还是空气的间接污染源袁对于这种产业袁国家
应当逐步禁止生产和销售袁引导产业进行转型升
级袁鼓励企业研发生产绿色尧环保尧节约的祭祀产
品袁在传统的节日中袁能有新型的产品替代传
统的方式遥 野禁燃禁放冶不仅要在行为上禁止袁
每个人的思想上更要禁止袁守法祭祀袁文明
过节袁做新时代的文明人袁让我们一起向
不文明祭祀说野不冶遥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要要要十九大精神学习重点难点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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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新青年更好地融入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