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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文化、王菲菲

登顶奥运，是他们最高最远的梦想；比赛
落败，他们也能淡然处之。个性张扬，他们渴
望自由飞翔；默默付出，他们也甘愿无私奉
献。

18日在山西太原落幕的第二届全国青
年运动会上，参赛选手年龄全部为 19 岁及以
下。“00 后”健儿首次全面亮相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展示他们的青春与梦想。

能十年磨一剑不言放弃，也

可江海一扁舟享受比赛

瞄准靶心，拉弓、射箭！从 9 岁开始，任沿
舟就日复一日练习这个动作。

“一天能射上百支箭，一天下来肩膀都是
酸的，训练结束后回去洗漱，连袜子都搓不动
了。”19 岁的任沿舟是山西省射箭队的一名
运动员。此次二青会虽没有取得满意成绩，但
任沿舟毫不气馁，“没有特别幸运，那就要特
别努力！”

在攀岩比赛中，已经有人登顶，但后面的
运动员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坚定地向上
攀爬。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上，一位女选手腿受
伤了，皮开肉绽。没有一滴眼泪，没喊一声疼，
坚定的眼神似乎在说：“我不会放弃！”

在二青会赛场上，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
尽管“00 后”拥有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但奋
斗、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他们并没丢！

与此同时，更多的“00 后”运动员能以更
开放的心态看待比赛，真正享受体育，胜固可
喜，败亦欣然。

来自中山大学赛艇队的楚鸿飞是中山大
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当初加入赛艇队，只是
出于好奇，再加上想锻炼身体。但慢慢地，他爱
上了这项运动。“几个人通力合作，划得很舒
服，就像在水上飞起来一般。”他说，此次参加
二青会，并不为追求名次，只为增长见识，获得
走航道的经验。

拿下场地自行车女子甲组争先赛、团
体竞速赛和 250 米原地起动计时赛三枚金
牌的蒋雨露说，减肥才是她骑车的初衷。
“后来我觉得自行车对我有种巨大的吸引
力，自行车就像给我插上了翅膀，让我在场
上飞翔。”

个性张扬放飞自我，也愿团

结奉献温暖担当

在二青会赛场上，志愿者是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他们大多来自山西各大高校，不少都
是“00 后”。

在攀岩赛场上，来自山西大学的志愿者
黄嘉轩一会儿跑去给运动员搬行李，一会儿

拿把刷子刷着岩壁的岩点。每天从早上 6 点，
忙到晚上 9 点甚至 11 点，中午只能趴在桌子
上休息一会，问她累不累，黄嘉轩笑着说：“累
并快乐着。”

黄嘉轩看上去柔柔弱弱，实际却是个“野
姑娘”。高中一个人在外地上学，即使爸妈不
在身边，照样玩得转；明明有恐高症，出去玩
还非要挑战高空项目；大学报专业，父母希望
她读师范院校将来安稳地当老师，但这个县
城姑娘却有一颗要去外面闯荡的心，坚持报
了自己认为很酷的工商管理专业。

“我只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随大
流。”说这话时，这个外表普通的姑娘显得那
么独特。

年轻，就要不一样。在二青会上，不论是
运动员还是志愿者，这些“00 后”们都是独特
的、个性的。然而，个性张扬、敢于挑战权威的
他们，却也懂得关心帮助他人，具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

手握三项长距离自由泳亚洲纪录的王简
嘉禾夺冠后，顾不上接受记者采访，赶忙跑去
搀扶身体不适的队友，令人暖心。

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的一名志愿者说，太
原是自己的家乡，能为家乡做贡献很幸福，为

运动员提供服务很值得。“做志愿者就是要奉
献！”黄嘉轩也说，自己平时在学校经常参加
志愿活动，“帮助他人挺快乐的！”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记者没有提前
报饭领不到午餐，志愿者热情地要将自己的
盒饭给记者，说他们人多，可以分着吃；有的
志愿者把自己带的火腿、面包给了记者，还有
的送出盒饭，自己去吃泡面……二青会期间，
这样的暖心举动时刻都在上演。

迷恋虚拟世界的多彩，更努

力追逐现实生活的梦想

“00 后”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在指尖
上获取信息、学习、交友、娱乐是他们的生活
常态。

在二青会志愿服务期间，按照规定，志愿
者们不能看手机。对“00 后”来说，这简直是
一种折磨。黄嘉轩却说：“我觉得没什么，忙得
根本顾不上看手机。既然是来做志愿者的，就
要全身心投入。”

尽管虚拟世界已成为“00 后”生活的一
部分，但他们明白，现实世界才是大显身手的
地方。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追

逐着自己的梦想。
对楚鸿飞来说，玩游戏是生活中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训练完拉伸放松的时候，
就会打一局小游戏，或者在食堂吃完饭，
也会玩一局。”但他仅仅将其作为放松。现
阶段，他的目标是好好学习，未来能去更
高学府。

在二青会田径赛场上，双胞胎“女飞
人”、来自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的朱
翠妍和朱翠薇格外引人注意，俩人几乎包
揽了二青会所有女子短跑项目和接力赛的
冠军。脱下跑鞋，姐妹俩和其他“00 后”一
样，喜欢打王者荣耀，喜欢“吃鸡”。但她们
知道，她们的路在跑道上，她们要更努力才
能跑到更高水平的赛场上。

青春总是与梦想相伴而行。
“能登上奥运舞台，对于每个体育人来

说，都是没有理由的梦想。”苦练十年射箭
的任沿舟这样说。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我
和运动员一样，都是奋斗在不同领域、不同
赛场上的选手，只要我们勇敢、努力、自信，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冠军。”志愿者张瑞敏
这样说。 新华社太原 8 月 19 日电

▲ 8 月 12 日，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手举号码牌引导参赛选手抵岸。当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皮划艇静水项目社会俱乐部组女
子 500 米单人划艇决赛在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可盐可甜，可燃可暖！原来你是这样的“00 后”
二青会主角“00 后”素描

新华社杭州 8 月 20 日电(记者李平)从今年 4 月份以来，浙
江省浦江县对县乡村三级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政务微信
群开展全面清理整顿。截至目前，共清理关停政务微博、政务微
信公众号 334个，占全县政务新媒体数量的 98% 以上；撤销政
务微信群 800 余个，有效减轻了基层干部“指尖上的负担”。
记者从浦江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关停政务新媒体后，浦江县

打造了县级政务 App“诗画浦江”平台，引导 15个乡镇(街道)及
100 多个部门单位入驻并开通后台账号，发布内容以“便民服务
信息、重要政策解读、创新亮点工作”为主，不发布日常工作动态
类信息，不打卡晒成绩。同时，构建“浦江发布”“诗画浦江”、
8890 便民微博为主阵地的网情反馈体系，及时回应网民关切。

据了解，浦江县将对继续运营的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
号，实行实效化考核，以排名倒逼新媒体向“政务+互动反馈+民
生服务”转型，确保政务新媒体发挥功效。

减 轻 基 层 干 部

“指尖上的负担”
浙江浦江清理关停政务新媒体 334 个

新华社太原 8 月
19 日电(记者王飞航)
“谢师！”随着主持人的
话音，55 名准大学生齐
刷刷深深鞠躬 60 秒，向
辛勤培育他们的 200 多
名 老师表 达感恩之
情……

这是 18 日晚发生
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黄金水岸社区感恩广场
上的一幕。当日，黄金水
岸社区举办主题为“感
恩老师·知识报国”的集
体“文化谢师礼”，用简
朴、文雅的茶话会形式
取代大餐，向辛勤培育
学生成才的老师们表达
感恩之情。

“尊师重教是我国
优良的传统美德，但表
达适当更重要。近些年
来，一些变味的‘谢师宴’
偏离了‘感恩’初衷。我们
社区今年有 55 名学子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为了避免大家争摆‘谢
师宴’形成攀比歪风，我
们特地举办这样一场集
体‘文化谢师礼’，既表达
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又
杜绝了铺张浪费之风。”
黄金水岸社区党支部书
记冯文俊说。

在集体“文化谢师
礼”活动现场，这些准
大学生们表演自编自
演的歌舞、朗诵自己创
作的诗歌，以多种形式
向老师们表达感恩之
情。“高中三年多亏了
老师们悉心栽培，让我
能够考上理想中的大
学。今天这场谢师礼是
我们用属于自己的方
式表达我们由衷地感
谢。”今年刚被天津大
学录取的康杰中学毕
业生张雨嘉说。

“这是我参加过的
最有意义的一次谢师活动，对我来说也是
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孩子们今后越来越优
秀，这就是我们老师们最大的心愿。”康杰
中学教师胡晓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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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记者胡浩)教
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等五部门 20日共同发布《关于完
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
的意见》，明确了 8种“校闹”行为，要求建立
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健全学校安全事
故预防与处置机制，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
纠纷，依法打击“校闹”行为，为学校办学安全
托底。

“因为‘校闹’的存在，学校承担了不应当
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导致一些学校不敢正常
开展体育教学、课外活动，不敢正常批评教
育学生，干扰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影响了良
好教育生态的形成，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
决。”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说。

据介绍，意见借鉴治理“医闹”做法，结合

教育领域特点，遵循客观中立、依法治理、
多元参与、部门协作的原则，围绕依法治理
“校闹”，构建了从加强预防、减少事故，完
善程序、妥善处理纠纷，到严格执法、依法
惩治“校闹”行为，再到多部门合作、形成共
治格局的完整治理体系。

意见突出“预防为先”，强调以保险机
制为核心建立多元化的损害赔偿机制，要
求学校不得推诿塞责，积极通过协商、调
解、诉讼等方式化解纠纷。学校确有责任
的，要依法、及时进行伤害赔偿，实现“不闹
也赔”。同时，针对实践中“以闹取利”和一
些地方无原则“花钱买平安”的状况，意见
强调“闹也不赔”，明确禁止不顾法律原则
的“花钱买平安”行为。责任明确前，学校不
得赔钱息事。

“不闹也赔”“闹也不赔”：五部门发文治“校闹”

本报记者袁汝婷

日前，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
共同发布《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
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明确提出将
依法打击“在学校拉挂横幅、摆放花圈”“侮
辱、恐吓教职工和学生”“在学校停放尸体”
“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进校园”等 8 种“校
闹”行为。

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学校安全托底，
解决学校后顾之忧，维护老师和学校应有的尊
严，保护学生生命安全。《意见》既是落实总书
记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师生和家长关切的
积极回应，有助于让学校成为讲理之地。

近年来，因为校园安全事件等原因，各种
“校闹”行为像“医闹”一样频繁见诸报端，严
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迫于“校闹”

压力，一些教师不敢正常开展体育教学活动，
不敢安排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活动，甚至不
敢正常批评教育学生，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损。

“校闹”的深层次危害在于，它会在无形
中破坏校园的“讲理”氛围。学校是教书育人
的场所，是一个教学生讲道理、守规则的地
方。但是，无论是一些人到学校敲锣打鼓、堵
塞大门、毁坏财物，以“闹”作为与学校博弈、

争取最大限度赔偿的手段，还是一些学校习
惯性地“息事宁人”、无原则地“花钱买平安”，
都不利于形成理性沟通、依法解决争端的社
会导向，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和规
则意识。

从《意见》的具体内容来看，相关部门已
经界定了“校闹”的范畴，赋予了法律支撑，建
立了协同机制，规定了部门职责，明确了处置
流程。下一步，深入治理“校闹”难题，在校园
弘扬“讲理”之风，避免科学的顶层设计在实
践中沦为“纸上空转”，还需迈出关键几步。

“讲理”，首先要明晰责任边界，不能让学
校在争议事件中成为“无限责任公司”。管理
部门要对校园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精
准的界定，明晰学校、家长、社会等主体的权
责范围；处理争端时，责任界定不能为“紧急
灭火”而囫囵吞枣，要经得起各方质疑、经得
起时间检验。通俗来说，要做到“该背的锅不
乱甩，不该背的锅不背”。

“讲理”，还要破除“花钱买平安”的功利
维稳思维。在一些“校闹”事件中，有的学校之
所以对“校闹”行为无原则妥协，究其因在于
地方党政和管理部门不愿“真撑腰”。他们担
心“校闹”对政绩有损，只想尽快赔钱息事，让
学校、老师无原则退让。地方党政和管理部门
要做坚强的后盾，和学校一起坚决贯彻执行

“有责任不闹也赔，无责任闹也不赔”的原
则，才能彻底打破“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
恶性循环。

“讲理”，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校闹”，无论出于什
么原因，“校闹”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治
理“校闹”，必须将校园纠纷的处置纳入法
治轨道。这不仅包括事故处置、赔偿程序及
机制，同时也应包括完善的事前预防、法律
服务和调解机制。只有健全安全风险防范
制度，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校闹”行为。

五部门联合发文，刺破“校闹”困局的
利剑已高高举起。希望相关部门在面对涉
及教育的复杂事件和多元矛盾时，要敢于
直面、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事件处置中
能讲法治、讲原则、讲公心。也希望基层教
育工作者有胆量、有底气举起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权益，维护教育尊严。如此，才能让
“校闹”消停，维护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也让校园成为“无理寸步难行”的模范
之地。

依法打击“校闹”，让校园成更讲理之地

（上接 1 版）楚航科技近日将总部迁入江北新区；投资 30 亿
美金的台积电项目，从动工到投产仅用了 20个月；紫光集团、
ARM中国、华天科技等一批龙头企业集聚……短短三年，江北新
区集成电路产业从空白到爆发，今年上半年带动 GDP增长 13%。

2018 年，南京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涨 70%，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增长 17%，总量首次突破 1万亿元。2019 年上半年，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15 . 1%，新组建 42家新型研发机构；技术合
同成交额突破 300 亿元、增长 248%，位居全省第一。

不仅如此，PCT 专利申请连续翻番，2018 年增长 170%，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92%。江苏省舜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单杰介绍，PCT是指专利合作协定，专利申请人只需提交一份
国际专利申请，即可在为数众多的成员国得到保护，“这意味着
南京有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正在某些细分市场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体现了研发实力与经济活力。”

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科尔尼近期发布的《2019全球城市指数
报告》显示，南京上升至第 86位，在国内城市中紧随“北上广深”。

融入全球“智慧链”，打造创新“生态圈”

5 名诺贝尔奖得主、近 180 名中外院士到场，500 多项高端
“黑科技”亮相，22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机构成立创新联盟……
今年 6 月举行的首届南京创新周上，全球 45个国家和地区的科
学家和企业界人士汇聚一堂。一周内，南京市共签约 573个项
目，预计总投资 2309 亿元。

高曝光率与高投资额引发瞩目，是什么让南京在全球创新
版图上位置凸显？

过去，南京常以科教资源富集而自豪，拥有 53 所高校、83
万大学生、80 多名两院院士。2017 年，南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121”战略，树立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这一更高目
标，坚持市场政府“两只手”并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共抓。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关起门来搞当然是不行
的。今年起，南京走出去、引进来并举，与一批创新大国、科技强
国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靠创新链接世界，联系得越紧密，碰撞出的能量就越多。鼓
楼区在奥地利格拉茨设立了南京市海外创新中心；玄武区在意
大利佛罗伦萨设立了时尚设计分中心；溧水区与位于哥本哈根
的中丹创新中心建立了合作机制，还在“安徒生故乡”丹麦小城
欧登塞找到了创新发展的灵感。

“欧登塞虽然只有 20万人口，却有着世界级机器人产业集
群，聚集了 120 多家机器人公司。这对远离主城的溧水进一步
找准自身定位，实现自身发展特色提供了思路和帮助。” 溧水
区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武球发说。

深入全球最活跃的创新地、引入全球最顶尖创业团队、打
造一流的创新生态体系……努力与海外创新资源形成常态化
互动的古都南京，正在进入新的“大航海时代”，集聚创新资源的
“强磁场”渐成气候。

从单一到综合，从零散到系统，南京正着力构建创新的生
态圈。截至目前，“石墨烯之父”安德烈·海姆、图灵奖得主姚期智
院士等 4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86 名中外院士在南京创办了企
业，德国国家微系统传感器研究院、剑桥大学南京科技创新中
心等平台正式运行。

“尊重科学规律，珍惜科研人才，南京的创新土壤与创业环
境优越。”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教授杨美家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
说，2018 年 8 月他创办艾洛特医药研究院，不到一年就申请了
3项发明专利，孵化 7家企业，开展了 12项生物新药研发。

在《自然》杂志评选全球科研城市 50强中，南京居第 12位。近期
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7次报告》显示，南京在综合经济竞争
力、宜居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宜商竞争力四个榜单均进入 10强。

动能转换提速，信心初心提气

7 月底的一个晚上，珠江路上依然热浪滚滚，一场主题为
“直击路演痛点”的讲座在 INNO 未来城内举办，吸引了数十个
创业团队前来聆听……曾经闲置了 3 年的未来城，差点被改造
成美食街，如今，这里是玄武区“硅巷”建设的标杆。

2018 年 12 月，“硅巷”概念首次被引入高新园区建设，此后
不久，主城区玄武、秦淮、鼓楼快步跟进。截至 2019 年上半年，三
区已建成 16万平方米“硅巷”并投入运营，通过打破院墙隔阂、
融通区内外资源，让创新重回主城。

对标找差、追求创新实干、有所作为的背后，是南京追求争
先进位，把“存量空间”做出“增量价值”的斗志。

“想在‘天花板’上求突破，就要进一步挖潜提质，这不仅是高
质量发展要抓的机遇，也是我们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玄武区
委书记李世峰说，该区已经拥有高端商贸、现代金融、电子商务
3个千亿级产业，服务业的 GDP 占比超过 99%。如今依托南京
农业大学等 8家涉农科研单位建设“农业硅巷”，提升现代服务
业的“含金量”和“容积率”，下一个千亿级服务业稳步成长。

与此同时，南京还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铸牢市场信心。6 月
22日，南京市政府举行了“找差距、抓落实”系列活动首场推进
会——— 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电视电话会议，点名曝光 19个涉企政
策不落实典型案例，在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华明
说，会议一开始就播放了暗访视频，接着“指名道姓”通报涉企政
策不落实典型案例，展现了刀刃向内、动真碰硬的勇气和担当。

去年 9 月，南京发布“优化营商环境 100 条”，今年 7 月，南
京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宣布打造营商环境 2 . 0 版，意味着不到
一年时间，提档升级。近日，在全省 126个省级以上开发区中，江
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拿下“综合评价”第一，并取得“建设项目施工
许可”和“纳税”两项“单打冠军”，成为全省“样板”。

“区域竞争过去拼政策、拼资源、拼减税让利，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如今需要拼服务、拼信用、拼持久吸引力。要真改革、办
实事。”南京市市长蓝绍敏介绍，市委市政府坚持每月召开企业家
座谈会、重大项目调度会，集中解决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的难题，
“不见面审批”“模拟审批”“预审代办制”等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

民间投资是最直观的信心指数之一。上半年，南京民间投
资大幅增长 18 . 7%，实际利用内资 939 . 8 亿元；实际使用外资
24 . 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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