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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快递隐私面单成为“标配”

近日，北京市民赵波向记者反映，其正在上初二的儿子近期
一直在打网络游戏，每天玩数个小时不停，而防沉迷系统根本防
不住。赵波表示，现在很多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平台上的租号等途
径绕过防沉迷系统，从而实现无限制玩网游，游戏账号租售已形
成一条灰色产业链。

莫让“网游租号”掏空防沉迷系统

“网游租号”可以做到供需“无缝对接”，与电商
平台监督主体责任不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
系。防治“网游租号”既需要相关网游公司技术升
级，更需要电商平台、有关部门的积极监督、执法，通
过净化网络经营秩序堵上“网游租号”的交易和侵权
通道。

“双十一”购物节下单的快递陆续送达，不少市民发现：快递
表面的面单上，收件人姓名、电话、家庭住址乃至身份证号等个
人隐私信息赫然其上、一览无余，让人感到困扰——快递单成了

“泄密单”。

为防止快递面单个人隐私泄露，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强制要求企业使用隐私面单，监管部门还要加强监管
力度，对侵犯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
惩。同时，还要督促企业履行好自身职责，弥补制度漏洞，
保护好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另外，还要对买卖个人信息的
黑色产业链实行“全链条打击”，切断买卖个人信息的黑色
产业链；广大消费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防范意识，提高个
人信息保护意识。

下个月，2023年度国考笔试即将开考，近期，江苏、山东等
地2023年度公务员省考招录也已陆续启动。各地均强调加大
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基层岗位的支持力度，多地还专设岗位面
向残疾人招录。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残疾人更需要全社会的关爱、
理解以及包容。党政机关积极为广大残疾人提供平
等就业机会，为全社会开了个好头，具有榜样作用。

残疾人可报考公务员具有榜样作用

天天 点观观

“男性参与”是推进
性别平等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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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公益反哺家乡 让爱薪火相传

“出差”太空有巨大挑战 也有从未体验过的美妙
女航天员王亚平谈“最大挑战”与“未来展望”

从“春蕾女童”成长为外资企业“白领”的张永缘

集体婚礼值得提倡和推广
近日，一场别具意义的集体婚礼在浙江省交通集团杭绍甬

高速杭绍段项目举行。来自浙江交工各在建项目一线的20对
新人身穿中式传统婚服，在热闹喜庆的音乐声和在场同事们的
祝福声中携手走上红地毯，步入婚姻殿堂。

与传统婚礼相比，集体婚礼更省钱省时省心。在大力
倡导移风易俗、喜事新办的今天，这种简约而不失隆重、形
式新奇且时尚的集体婚礼，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

□ 王恒

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性别学者方刚开设的
“男德班”火了。

乍看之下，“男德班”的出现似乎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
将之笼统地与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德班”做比较，或戏
谑、或调侃，不明就里地将“男德班”打上吸引眼球、搏流量的
标签。

其实，该“男德班”并不是与教授三从四德的“女德班”相对
立的产物，其全称为“好伴侣好父亲：全参与型男性工作坊”，旨
在强调通过推动男性参与，承担家庭、职场等触及性别平等领域
的责任，包括反对性别暴力、承担家务、养育孩子以及一些传统
上被认为属于女性领域的事情。

在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大背景
下，这样的“男德班”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虽然我国推进男女平等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但“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而这种传统观念的存在一方
面会让参与工作的女性更加辛苦却得不到理解；另一方面，
也在阻碍更多“主内”的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失去实现自我价
值的机会。

如何破除男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分工中固有的传统观
念和刻板印象，“男德班”强调的“男性参与”提供了有益借
鉴。通过让男性主动深入参与家务劳作，以角色带入切身体
会养育子女的辛苦等方法，“男德班”的学员们可以深刻明白
和理解承担家庭养育责任的不易，认识到自己在家庭生活当
中的责任不仅仅是在“外”，更应该花时间向“内”，参与家庭
事务管理。

男性承担家务和育儿的责任，不仅可以强化亲子关系，还能
间接促进子女淡化性别刻板印象，这也是“男德班”强调“男性参
与”带来的进步。

另外，“男德班”强调“男性参与”也与我国推动家庭建设、构
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倡导的让男性充分发挥家庭责任的做法相
一致。

从2015年初次开班时仅有两人报名，到如今多地数十人的
积极参与，“男德班”的出现和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性别平等意识
的重视。推进男女性别平等，需要久久为功，“男德班”的出现显
然值得鼓励。

刘世康 整理点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和众多“春蕾女童”一样，“春蕾计划”不
仅圆了张永缘的求学梦，更改写了她的人生
轨迹。

“‘春蕾计划’为我指明了人生方向，让
我通过求学不断地丰富自我、开阔眼界。”张
永缘动情地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她说，人生有很多遇见，她很庆幸能在自己
人生最迷茫的时候与“春蕾计划”相遇，她感
恩于那些向她伸出援手的爱心人士，是大家
的爱给了她不断前行的动力。

张永缘在吉林女子学校读书期间刻苦
努力，以高分取得了职业技能证书。毕业
后，她又前往韩国继续深造，并于学成后回
国就业反哺家乡，投身公益传递善意，以实
际行动将爱薪火相传。

“春蕾”照亮生活
1994年，张永缘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市

万宝村。生在山村、长在山村，她从未想过
自己能有机会探知山外更广阔的天地。

2006年张永缘刚上初中，彼时，因村
中矿区过度开发导致地表沉陷，全家只得
搬到了城镇。离开山村的父母本想通过
做点小生意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但事与
愿违，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下了外债，加之
张永缘的母亲多年积劳成疾，家庭生活十
分拮据。

“继续上学会增加家庭支出，打工赚钱
可以补贴家用但会中断自己的求学梦。”两
个选择反复在张永缘的脑海里“博弈”。看

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和终日为家庭奔波而
日渐消瘦的父亲，她最终选择了后者——用
自己柔弱的肩膀和父亲一起扛起养家的重
担，于是在初三那年，她辍学了。

然而，与“春蕾计划”的不期而遇，在此
时改写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我听到有机会再上学时，激动地蹦
了起来！”张永缘告诉记者，得到消息后，
她立刻跑到当时设立在蛟河市委党校的

“春蕾计划”报名点了解政策。“当时有制
药、礼仪、幼师等专业，我认真考虑了自己

的兴趣点，就填报了吉林女子学校的礼仪
专业。”

张永缘的父母对她的决定十分支持，她
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努力，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

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怀下，张永缘
感受到了莫大的温暖与幸福。在校期间，她
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担任了班级的学习
委员。后在军科院实习期间，由于出色的表
现，她赢得了领导和老师的一致好评，获得
了“优秀实习生”的称号。

走出国门看世界
回忆起在吉林女子学校学习的时光，张

永缘告诉记者，学习丰富的专业课程让她倍
感充实，参与学校组织的辩论、竞技等各类
比赛，让她变得开朗、勇敢，更重要的是，在
校期间，许多有留学经历的老师分享了多彩
的异国见闻，这更激发了她对于探索外面世
界的强烈渴望。

“学到的东西越多你越发现学无止境，
身边优秀的人越多，你会觉得自己应该更加
努力。”毕业后，张永缘对知识的渴望更加强
烈了，她不甘心求学之路止步于此，于是便
用实习期攒下的工资和家人、朋友的资助，
凑齐了前往韩国留学首年的费用。

留学期间，张永缘白天上课、晚上打工，
凭借着吃苦耐劳、不言放弃的拼劲，她不仅
以优异成绩获得了韩国语言学校的奖学金，
还顺利升入了大学就读。

语言、文化的冲击，学费、生活费的压
力，也曾让在异国他乡的她一度迷茫，但她

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我一定要坚持下
去，学成后回国回报社会，不能辜负那些向
我伸出援手的好心人。”张永缘说。

学成归国反哺家乡
毕业回国后，凭借着留学经验和语言优

势，张永缘先后被两家知名韩国企业聘用，
目前任职于韩国新能源头部企业，她积极开
发中国本土供应商，将国内的优质产品输送
到世界各地，每年为国内企业创收8000万
美元。

除了助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张永缘
也十分热衷公益，她积极参加公司和社区举
办的公益拍卖、捐赠等活动，还从大三开始，
每年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
分钱捐给慈善机构，用以资助那些像她一样
因经济原因上学困难的孩子们，为他们能继
续上学贡献微薄力量。

在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助力公益传递爱
心的同时，张永缘的心中还一直有个愿望，

“在吉林女子学校学习的时候，老师们不仅
传道授业解惑，更给予我无私的关怀和温
暖。我也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成为一名老
师，用我的经历影响和陪伴更多孩子的健康
成长。”

张永缘告诉记者，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当下，她在认真工作提升和丰富自己的阅
历，未来也有读研的打算，“我会努力储备更
多知识和能量，以更好地帮助那些和自己有
相似经历的孩子，让他们的人生能够因为爱
而焕发新生机，拥抱美好的未来。”张永缘笃
定地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综合消息“作为
女性航天员，很多人会好奇，半年的太空
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1月23日，正在海南海口举行的联
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
系研讨会“空间科学探索与创新的女性”
边会上，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在为大会
录制的视频中为大家揭秘：半年太空生
活对自己“最大挑战”是密闭环境对人心
理的挑战。

2013年6月11日，王亚平和聂海胜、
张晓光一起执行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
务。2021年 10月 16日，王亚平和翟志
刚、叶光富一起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
任务，成为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

员，也是在轨时间最长的中国女航天员，
中国首位出舱女航天员。

“半年的时间，因为脱离地球生活太
久，脱离人间烟火气息也太久，在太空通
过视频摄像头看到马路上的一辆三轮车
或是一个路人，这都会让我们高兴得像个
孩子一样手舞足蹈。”王亚平说，“在地球
上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太空中就变成了
奢侈。”

“出差”太空有巨大挑战，也有“从未
体验过的神奇与美妙”。

“出舱的那一瞬间，我像是穿越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王亚平说，“宇宙的美震
撼了我，宇宙的深远始料未及，宇宙的静
谧无法想象。”

从一名农家女孩到飞行员再到航天
员，王亚平一路走来，让大家见证了一位
女性不断挑战自我的奋斗历程，也见证了
中国航天在空间科学探索与创新实践中
的一次次飞跃。

神舟十三号任务返回时，王亚平给
女儿摘了一颗“星星”回来，被大家称为

“摘星星的妈妈”。对此，王亚平说，答
应给女儿摘星星其实是想激发她追逐梦
想的动力。每个孩子都曾梦想过要到天
上去摘星星，这种想要探索未知世界的
好奇心，一直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驱
动力。

“在浩瀚的宇宙回望地球，地球就是
这么大一个球，挂在那里。”王亚平说，“两

次从太空回到地球，我对于加强国际航天
合作，和平开发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感
受，就一次比一次强烈。”

她接着说，“很多时候，我也确实看到
了一个更为广阔深邃而美丽的世界，也能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
涵外延，和平利用太空，让太空造福人类
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展望未来，我认为太空旅游是商业
航天的一个良好选择。”王亚平说，地球是
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应该永远待在摇篮
里。当更多人进入太空，人类对地球和自
身的理解就会有所突破，这对于保护地球
家园，确保人类文明永续发展都具有深远
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
监管总局24日发布事关食品接触容器安全的3项国
家标准，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加强食品接触容器
材料质量监测。

在食品金属容器产品规格质量方面，《食品容器用涂
覆镀锡或镀铬薄钢板质量通则》国家标准，针对食品包装
容器新材料、新工艺快速发展应用，从生产、加工、运输、
贮存和使用等全环节，进一步提升行业的质量控制水
平。抗性测试和腐蚀测试是保障食品金属容器质量最关
键的两类应用评价指标，《食品金属容器内壁涂覆层抗酸
性、抗硫性、抗盐性的测定》和《食品金属容器内壁涂覆层
耐蚀力和致密性的测定 电化学法》国家标准填补了相关
标准缺失的空白，进一步保障食品金属容器质量安全。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魏宏介绍，今年
以来，围绕食品领域高质量发展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已
批准发布白酒、食用菌罐头等23项食品及相关产品国
家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黄垚）据中央
气象台预报，26日至30日，我国将出现寒潮天气，大
部地区气温将暴跌。

据介绍，此次寒潮不仅影响范围广、降温剧烈、风力
大，还将伴有雨雪天气。预计26日至27日，寒潮天气将
率先影响新疆、甘肃西部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大部地区气
温将下降10摄氏度至18摄氏度，局地下降20摄氏度以
上；上述地区将有6至8级偏北风、阵风9至11级。

28日至30日，寒潮天气将东移南下，继续影响我国
中东部地区。中东部大部气温将下降8摄氏度至14摄
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6摄氏度以上，长江中下游以
北大部地区将有5至7级偏北风，阵风8至10级。

气象专家提醒，大部地区降温剧烈且风力较大，公众
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措施，同时还需防范雨雪天气
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让太空造福人类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今年入冬以来最强寒潮来袭

事关食品接触容器安全
3 项 国 家 标 准 发 布

11月23日，青岛万德隆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工人在生产旗帜。

世界杯如火如荼，山东青岛一家专门为世界杯提供
旗帜的企业正加紧生产海外客商追加的订单，主要是参
赛国国旗、足球标识旗、串旗等，并会随时根据赛况及出
线球队变化调整生产计划。

据介绍，该企业已连续7届为世界杯提供各类旗帜
产品，形成了稳定的客户源与口碑，自今年3月份开始，
逾百万面大小旗帜从这里出发，飘扬在世界各地，迎接、
庆祝世界杯。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女报 角视视

世界杯用旗从这里出发世界杯用旗从这里出发

春蕾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