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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周琳、董雪

　　近日，台积电要在南京扩产一事，成为
业界热点。不少人着急地在社交平台“奔
走呼告”，称之为“包藏祸心”“低价倾销”

“精准打击”，一时舆论喧哗。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面对美国掀起的贸易争端，汽车、手机
等现代工业一次次遭遇“缺芯”之痛，中国
芯成了科技自立自强、摆脱“卡脖子”之手

的 关 键 战
场。
　 　 但 是 ，

 世上没有速效救“芯”丸。只强调内循环
的片面想法、追求大干快上的短视行为、动
辄比肩领跑的夸大主义，都不利于芯片行业
长期发展。
　　作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代表了
目前人类制造最精密的工艺，更是高度依赖
全球化、全人类智慧协作的结晶。在经济全
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
则，损人不利己。
　　越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芯越
是要和国际产业链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这也不是谁想“摆脱”就摆脱得了

的。中国产业始终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合作，鼓励内外资企业加大投资力
度，推动提升芯片全产业链的供给能力。
　　同时，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
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中国芯片也要坚定
不移、再接再厉、更上层楼。行业发展有其
客观规律，从设计到流片，都需要时间来磨
砺内功。
　　近年来，芯片产业风口渐盛，但有些问
题也必须正视：一是动辄宣扬“两年取代”

“三年比肩”式的口号，二是不少重大芯片
类制造项目“烂尾”“停工”，“浮躁风”正在
侵袭这一战略行业。自媒体上，各类“震惊

体”“吓尿体”横行，不仅对行业毫无促进作
用，反而极易导致“迷之自信”，丢失了稳扎
稳打的初心。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的，但也锁不来、催不来、夸不来。理解
全民关“芯”，更要各司其职，全心全情做好
创新投入。
　　产业界人士需真正潜下心来，抱着

“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定力，坚持全球合
作和开放创新，在国际“芯”版图中找准自
己的位置；舆论也不应火上浇油、推波助
澜，而是理性看待差距、营造客观氛围、避
免挑动情绪。

世上没有速效救“芯”丸

新华社记者高文成

　　 2018 年 5 月 8 日，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不断升级对伊朗极
限施压，再次开启伊核危机的“潘多拉魔盒”。
3 年后，伊核协议相关方在维也纳就美伊恢
复履约展开谈判。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

“对伊朗极限施压已经失败，重返伊核协议是
走出泥潭的第一步。”
　　美国本想靠“胁迫外交”逼伊朗就范，然
而 3 年来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不久前表示，以美国为首的敌对
势力想通过施压使伊朗屈服，伊朗人民坚决
反对，让他们没能得逞。
　　美国不顾新冠疫情、违反道义，加码对

伊 朗 制 裁 ，干
扰 伊 朗 抗 疫 ，
严重冲击当地

民生，背上了新的“人权债”。联合国伊朗
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贾韦德·拉赫曼在日
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伊朗政府在抗击
疫情方面遭遇的困难部分来自美国制裁
的累积效应，制裁拖累了伊朗的卫生系统
和经济状况。美国制裁被伊方斥为“经济
恐怖主义”“医疗恐怖主义”。
　　除了对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大肆
施加制裁，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到处威逼利
诱、大搞“胁迫外交”。美国的“工具箱”里
除了制裁、恐吓，还有搞“小圈子”围堵等恶
毒伎俩。
　　对中国，美国不遗余力炒作涉疆、涉港
等议题，以“人权”“民主”等幌子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美国还发动“贸易战”“科技
战”，非法抓捕中国公民，无端打压中国企
业，试图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阻碍中国
长期向好的发展势头。在日前举行的七国

集团外长会上，美国再次借机鼓吹“中国威
胁”，妄图拉拢盟友大搞集团政治，开历史
倒车。
　　对于所谓“志同道合”的盟友，美国用
起“胁迫外交”来也是毫不手软。从“敲边
鼓”到露骨施压，美国逼迫盟友协调立场、
服务美方利益的手法多种多样。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 3 月访问布鲁塞尔时要求停止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警告德国说可
能对相关公司实施制裁。
  美方为保障自身商业利益而恶意打
压竞争对手的例子不胜枚举，法国阿尔
斯通、瑞典爱立信和德国西门子等欧洲
企业对其霸凌手法都有领教。“德国之
声”评论员芭芭拉·韦泽尔表示，为维持
欧美盟友关系，欧洲各国要付出高昂的
政治代价。
　　美式“胁迫外交”的核心，是美国借助

经济、军事等优势地位，逼迫他国服从美
方要求、改变行为模式，目的是通过不正
当 手 段 实 现 自 身 战 略 目 标 ，维 持 优 势
地位。
　　然而，眼下的伊核困局和时代发展大
势都表明，美式“胁迫外交”注定要惨淡收
场。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
趋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得人心，也没
有未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
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外交事
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
那种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
国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
灭。”希望这样的真知灼见，能叫醒美国某
些政客的春秋大梦，不要再执迷于满世界
搞“胁迫外交”。
　    　新华社德黑兰 5月 10日电

美式“胁迫外交”行不通

本报评论员徐海涛、吴慧珺

　　近日，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发布的数
据显示，我国 2019 年科技成果交易额较
2018 年有所下降。其中提到，有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一些高价值专利还没有进行科技
成果转化，依旧处于“沉睡”状态。科技成
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商品才能够发挥其最大
价值，唤醒书架上沉睡的“知本”让其走向
货架，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道科技体制
改革的必答题。
　　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
略支撑，逐年提升的科研经费是推动我国
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实
效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毋庸置疑，
高价值的科技成果在书架上“沉睡”是社会
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一现象背后是科技成
果转化的“三难”问题。一方面是不少高
校、科研院所的高价值科研成果难以被发
现、被应用；另一方面，一些亟需技术支撑

的中小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科技成果；与
此同时，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评估难、定价
难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瓶颈，没有
固定的参考评估和定价体系，阻碍“知本”
价值的实现。
　　科研成果转化首先要从科技创新源头
上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部分科研工作者片面地认为，在有影
响力的期刊上发表几篇论文就有了科技成
果，重基础研究却忽视了应用研究，高质量
的科技成果没有转化无法为现代化事业服
务。还有一些低质量的科技成果单纯是为
了评职称、评奖项，这也折射出新时代的科
技成果转化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标准
和更高要求。
　　科技成果转化切忌唱“独角戏”，应供
需两端有效发力，为“知本”价值的发挥创
造条件。首先，要从供给端激发起高校科
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让科技工作
者充分享受因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知本”

红利，激励书架上的科技成果转化为货架
上的科技产品。同时，主管部门应做好“中
间人”的角色，搜集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
果与企业的技术需求，积极搭建供需透明、
平等竞争的交易平台，让“知本”明码标价，
充分发挥其市场和应用价值。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长远
看，科技创新需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六位
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才能产出更多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而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
再到商品的转化，才能把科技成果充分应
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
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
坚作用。产出科技成果是科技创新的第一
步，让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让科技成果

“纸变钱”，实现知识创造价值、创新创造财
富，才是众望所归。

让科技成果“纸变钱”，还需迈过几道坎

　　每次回老家，围坐
在十字街头聊天的婶
子、大娘，都会劝我去她
们家里摘菜。如果碰巧
有人正在择菜，还会笑
吟吟地双手掬起一大
捧，硬往我的车厢里塞。
　　几个婶子、大娘的
菜园子，我都去过。它
们规规矩矩，几乎没有
一棵杂草，横平竖直的
田埂，分出一方方小畦
子，种着不同的菜。菜
的种类很丰富，四季各
不同。婶子、大娘给菜
的理由惊人地一致———
院子里随便种一点儿都
吃不完，还没打过农药、
没上过化肥，好着嘞！
　　记得母亲没生病以
前，我家的院子也是这
样，被母亲收拾得井然
有条，也种着这样那样
的菜。婶子、大娘们种

菜的乐趣，除了打发时间和相互分享，应该
就是送给我这样的“村外人”吧。
　　其实，像婶子、大娘这些 70 岁左右
的农村老人，爱好非常少。她们年轻的
时候很勤快，除了种地就是做饭、织布、
做鞋子、做衣服、喂猪养鸡，围着庄稼和
家庭打转。至于打牌、跳舞、唱歌唱戏等
娱乐，她们没有时间培养兴趣，似乎也看
不上。如今时代好了，地不用种了，布不
用织了，鞋子衣服不用做了，猪鸡也不用
养了，唯独保留下来的爱好就是在自家
院子里种菜。
　　种菜有一个好处，就是省钱。农村老
人的养老金每月大概百十元左右，与城市
里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差距很大。她们几十
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自己种菜自己吃，能
省下不少开支，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四
婶就对我说过：“人勤地不懒”，自己种的菜
都吃不完，一年到头几乎不用买菜！种菜
还能锻炼身体，闲着也是闲着，多动动，就
少生病了……
　　在手机微信里，经常刷到这样一些类
似的图片和文字：一些农村老人随子女到
了城市，总会想方设法开荒种菜，哪怕小小
的阳台都能变成菜园子。没有水就手提车
载，没有土就托人从农村捎带，从不嫌脏喊
累。这种倔强，年轻人不能理解。因为他
们有不一样的兴趣爱好，当然不知道只会
种地的父母，闲下来后如何寄托情感，怎样
排遣寂寞——— 菜是吃食，也是农村老人们
的伙伴和宠物。
　　也有一些年轻人，这样畅想自己的老年
生活：等老了，要有一方属于自己的院子，种
满喜欢的花花草草……这是又一代人对土
地的理解，几十年后他们到底是不是不再种

菜 ，就 不 去
设 想 了 吧 。
 （石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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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旭

　　随着全国农村改厕问题排查整改全面推进，部分隐
藏的农村改厕问题被曝光：设施修了无人用、设备坏了
无人修、粪污满了无人掏……说白了一句话：花钱给农
民改厕却不实用，把农民当局外人，顾到面子却丢了
里子。
　　一些农村户厕，为应付上级督察，表面建得好看，但
无法下水，实际根本用不上；一些农村十几户建一个公
厕，几十户也只建一个公厕；有些干部好心大包大揽，却
无意间替老乡做了主，老乡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为民改厕，首先要问老乡。我国各地农村千差万
别 ，文化、风俗、经济各不相同。条件好的地区想 推

“管网式”厕改，首先要问问老乡接不接受收取污水
处理费？高寒地区想推“五格式”水冲厕所，首先要问
问老乡有没有能力清掏堆肥？老年人居多的农村想
推户外公厕，首先要问问老乡，想离地头近还是离屋
头近？
　　厕所怎么盖，不光要问老乡，而且要把农民用得好不
好、满意不满意作为落脚点。确保改一户、成一户，用一
户、好一户。　     新华社北京 5月 10日电

厕所怎么盖
老乡说了算

本报评论员刘翔霄

　　近日，一个女孩凌晨 3 点完成
作业后“喜极而泣”的视频引起热
议。繁重的课业是怎样把一个孩子
逼向“崩溃”的边缘，旁人很难完全
体会。“减负”的口号喊到如今收效
甚微，却是不争的事实。
　　毫不夸张地说，作业之多“猛
于虎”，在部分地区、部分学校依然
是普遍现象。有的一年级小学生
横竖撇捺还不熟，握笔姿势都不正
确，却吃饭争分夺秒，早睡成为奢
望，每晚淹没在抄抄写写的作业
中；有的课程“一门独大”，不仅挤
占其他科目巩固时间，还挤占孩子
有限的睡眠、锻炼和参与家务的时
间；有的孩子写作业写到哭，写到
小手指磨破了皮，写到累趴在桌上
就睡着……
　　长期过量的纸面作业，已然成
为让家长头疼的头号“内卷项”。低
年级“小眼镜”越来越多，初中生斑
秃越来越多见，颈椎病、腰椎病、抑
郁症发病越来越低龄化……因为过
量的作业，把本应属于孩子的青春
活力、对社会的观察、对时间的自主
安排消磨殆尽，让很多家长觉得是
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表面看，作业多是部分老师对作业量的把控问题，实际
上，减负政策难以取得应有效果，还在于一些核心问题的未
加改变。一些校长、一线教师反映，近年教学大纲知识点不
断增加，教学难度不断加大，是减负政策难以落地的一个重
要原因。
　　给孩子减负，主体责任在学校，但是，上级评价考核
学校，学校各种办法考核老师，教学指标又多又高，升学
压力摆在明处，“减负”自然成了空话。有的地方某个阶
段要求任何作业不能留，下一阶段放松监管陡然反弹，
造成孩子更加难以适应，反而成了减负“一刀切”的
典型。
　　教育是“国之大计”，培养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未来
一代，离不开科学、长远、符合教育规律的“指挥棒”。有
关部门要想抓住解决问题的“牛鼻子”，不妨问计于民，问
计于一线师生、家长，研究作业问题，解决作业问题。只
要拿出“认真”二字，发动社会、形成氛围、下足力气，就没
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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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冯源

　　据悉，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依法
对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相关人员因“金钱豹
外逃事件”涉嫌犯罪立案调查，5 月 10 日依
法对 5 名当事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是

“进去”了，但还有 1 只豹子至今没有找回。
　　豹子为何跑出来，只因管理有短板。作
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根据相关法律，当地政
府和职能部门对动物园的安全经营也负有
监管的责任。
　　猛兽出逃，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必须承
担责任。政府部门也不能像没事人一样，只
管抓豹子、查别人，同样也应当反躬自省，
责任到人。
　　对于动物园的安全经营，国家和有关
部门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虽
不能说这一体系已经尽善尽美，但若连豹
子都管不住，立法和执法上的漏洞就太明
显了。不怕豹子腿快，就怕管理腿短。
　　到目前为止，第三只脱逃的豹子仍下
落不明。人们持续关注的不仅是豹子的去
处和行踪，还有背后人事的荒唐和制度
的缺失。　　新华社杭州 5月 10日电

不怕豹子腿快，就怕管理腿短

本报评论员高健钧、吴晓颖

  5 月 9 日 18 时许，成都市四十九中一名学生坠楼身
亡。事件发生后，由于校方迟迟不公布原因，给出的回应
含糊其词，完全不能解答家长和公众的质疑，事情变得扑
朔迷离。这也让人不禁继续追问：学校这么做，是不是想
隐瞒什么？
　　学生家长在网上反映的几个问题，让人疑窦丛生。
诸如学生坠楼两个多小时后，学校才通知家长，而在一
个小时内，又迅速将坠楼学生遗体火化。为什么学校的
做法如此反常？在监控中，唯独缺失坠楼的视频。作为关
键的物证不翼而飞，是不是被人为删除？此外，家长还声
称，对于此事学校也拒绝与其沟通，学校为什么害怕与
家长接触？
　　虽然在深入调查，取得确凿证据前不能随意做推断、
下结论。但对于以上质疑，学校越不发声，不做出合理解
释，就越让人怀疑学校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想方设法隐瞒
事实，逃避责任。
　　校园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学校无疑是学生安全责任
的主体。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平日对安全的维护，也体现
在发生安全问题后学校的做法。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尽快
公开回应，才是责任担当的表现。此外，事件发生后，当地
教育主管部门也不能无动于衷，对当事学校的处理方式
听之任之，必须及时介入进行调查。
　　在四十九中的官网上，张贴着该校的办学理念：求真
求实，至善至美。希望这所学校以自己秉持的美好理念，
妥善处理此事，给家长和公众一个交代。

学生坠亡引质疑

亟待有更多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