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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又一名学者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化学与

分子工程学院官网资料显示，此前在美国特拉

华大学任教的徐冰君已出任北京大学化学与

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已有多名学术大咖选择归国，仅 9 月

24日一天，就有三名国际顶级学者正式加盟国

内高校，分别出任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

长、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南京大学现代生物

研究院院长。4 月份，面对形势仍然严峻的国

内疫情，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瑞典国家杰出教授孙立成全职加盟西

湖大学，亦令人印象深刻。

越来越多顶级学者回国效力，背后是一个

国家整体实力的蒸蒸日上，和一颗颗拳拳报国

的赤子之心。为什么回国？“我很高兴能回到

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今后我将竭

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

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钱学森

先生的一席话，质朴无华，道出了归国科学家

的共同心声。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

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的打开方式

有很多种，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爱自己的骨肉

同胞。“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

活”，这一朴实信念，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一批

又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归国发展、报效桑梓。每

个人能力有大小，我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像科学

家那样在顶尖领域作出贡献，但只要懂得“爱

自己的骨肉同胞”这一道理，并身体力行之，就

是实实在在的爱国。

人民利益总是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爱

祖国必须爱人民。“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

民”，爱国爱民，就要爱同自己一样生长在祖国

大地上的父老乡亲、师长朋友，善待所有熟悉

和不熟悉的人。抗疫期间，一名货车司机千里

驰援湖北，在加油站，工作人员听说这是要往

武汉运蔬菜，直接减免一大笔油费；高速换卡

时，执勤交警向他庄严敬礼；在卸货现场，来自

全国各地的救援车辆，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

每一次点头、每一个眼神，都在为彼此点赞。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

运与共，伟大抗疫精神是生动爱国主义教材，

对骨肉同胞的爱深刻贯穿其中。

爱自己的骨肉同胞，我们要做的，绝不仅

仅是在困难来临时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更需

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精诚合作、勤奋务

实。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里，丁义珍“别出

心裁”设计出蹲式窗口让办事群众站也站不

得、坐也坐不得；近期媒体爆料，个别村委会

违规向当地企业收缴大量“管理费”。这些，

是爱同胞的表现吗？爱国从来不是抽象的，

必须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紧紧地和

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友善对待每个公民，尤其

是关心爱护弱势群体，帮助一切有困难的人，

“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之 老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点点星光照亮银河，将爱国情化为报国

行，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增光添彩，齐心协力共

创美好家园，我们的祖国才会更美丽更富饶

更文明更可爱，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才能真

正落到实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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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正在参与制定《主播账号分级
分类管理规范》和《直播行业打赏行为管理规则》，预计年底前将出台。专家
介绍，所谓激情打赏就是一定时间内的不断打赏，对于这类行为平台应当在
产品策略上进行调整，给用户设置冷静期。8 图/闵汝明

爱国就要爱自己的骨肉同胞
——今天我们怎样爱国②

□冯军福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家长群”绝对是一个神奇

的存在。在里面，你不仅要随时查看消息、及时进行

响应，而且还要时不时对教师“奉承”一番。每天上

百条信息，看着都让人心累，但又不得不这样。有家

长感慨：你要是不发几句肉麻、违心的话，心里总会

忐忑不安，生怕孩子在学校被穿小鞋。

终于，一位家长受不了了，在网上公开发视频

怒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整天不是让我去

报补习班，就是让我批改作业，改完作业还要昧着

良心说，老师辛苦了。说实在的，有什么好辛苦的，

作业我来改！学生我来教！到底是谁辛苦？”此番

言论迅速引爆网络，引发很多家长共鸣，不少人表

示，“说出了自己想说却又一直不敢说的话”。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情，

一 位 中 年 父 亲 在 家 长 会 上 突 然 情 绪 崩 溃 、号 啕 大

哭。起因竟然是他平常工作太忙，根本顾不上回复

“家长群”里的信息，被老师点名提醒后，顿感生活

不易、人生艰难，一下子情绪失控了。不得不承认，

能把一个大老爷们给生生逼哭，足见“家长群”威力

不小。

建立“家长群”的初衷，是为了方便老师和家长

沟通交流，让双方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情况，如今

却慢慢变成了方便老师下达指令、督促家长执行的

平 台 。 不 少 家 长 是 上 班 族 ，下 了 班 后 没 有 时 间 休

息，还要监督孩子写作业、改作业，无形中增加不少

负担。但作为老师一方，也有一肚子苦水。一位网

红老师在微博上发文称，老师担子也不轻，除了日

常教学，还经常会一对多和很多家长交流和答疑，

而家长找老师沟通的事情也是五花八门。如果没

有“家长群”这个平台，根本忙不过来。

家 长 抱 怨 苦 ，老 师 吐 槽 累 ，问 题 到 底 出 在 哪

儿？这真是一道让人费解的难题。想想自己小时

候上学，虽然没有“家长群”的纷纷扰扰，但也有“叫

家长”的传统交流。时代无论如何发展，教育都不

是教师或家长任何一方的事，家校互动永远必不可

少。遗憾的是，很多老师和家长之间，沟通交流的

重点往往都是围绕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却忘了多

了 解 彼 此 、增 进 理 解 ，站 在 对 方 的 立 场 上 想 问 题 。

于是，一遇到“信息不回、作业没改”的情况，老师就

埋怨家长不上心；一看到网上曝出“怒怼老师”的新

闻，家长就疯狂围观，忍不住跟评发泄。

这实际上是“暴力情境”下弥漫的一种敌对情

绪，老师与家长是一条战线上的“盟友”，初心都是

为了学生好，又何苦为难对方？8

轰动一时的江歌案已经过去四年，但相关名

誉权等案件仍在发酵。10 月 27 日，一起侮辱、诽

谤江歌及其母亲的案件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宣判。网民谭斌因在微博发布与江歌案有

关的文章及漫画，以侮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以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见10月28日
央视新闻）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以博客、微博、微信、论

坛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应运而生，在信息传播中

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

畅所欲言，但也随处可见不少“喷子”，他们往往

“以喷为乐”，没有固定立场、使用网络暴力甚至出

口成“脏”，以挑刺找茬儿为乐趣，意在用恶毒的语

言激怒对方。该案件是个警示，在互联网上制造

散布谣言、侮辱诽谤他人且触犯法律者，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如何在公共事件中发言，值得每位网民深

思。特别是在自媒体上喜欢对敏感事件胡乱发布

信息者，要想想是否会引发或加剧负面舆情发酵、

扩散。网络不是发泄情绪的场所，更不是喷子们

的法外之地，每一个网民应该心中有法律，不突破

红线，要学会明辨事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共同

维护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2

（左崇年）

网络不是“喷子”的自留地

近日，一条“银杏真树叶被撸掉，绑上假树叶”的视

频引发关注：郑州一商场门口有一排银杏树，工人正在

往树上绑假树叶。有网友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冬天

到了树叶本来就会掉光。也有人认为是多此一举，且

会给环卫工造成负担。（见10月28日澎湃新闻）
该不该搞人工树叶，或许并没有标准答案，但

是，树叶还没落完就给撸掉，这就是对自然景致的破

坏。环卫工人说，这些银杏树的叶子确实已经开始掉

落了，但目前掉得较少。我们从视频上也能看到，撸

掉的树叶被扫成一堆一堆的，这样迫不及待地安装人

工树叶，并不合适。

最不能接受的，是商场方面“我的地盘我做主”

的说辞。别的事或许可以，但园林树木这东西，一直

以来就是所有权和处置权相分离的，各地城乡莫不如

此。并且，单位私有绿地因建在城市市容范围内，而

决定了它的某些公共属性，其管理与处置肯定要服从

城市市容管理要求，服从公共利益。花开花谢、叶生

叶落是自然规律，春之美在于烂漫，夏之美在于繁盛，

自古以来大众审美情趣中，落叶飘零和满地金黄本就

是一道风景。自然之美原本各有千秋，何必要人为干

预？何必要将某些人的审美逻辑强加于自然，绑架了

公众？8

（马涤明）

别总跟树叶过不去

延津 体制改革激发“澎湃动力”
□李保平 王大强

深秋的牧野大地孕育着丰收的希
望。

深圳宝能25亿元、山东鲁花15亿
元、广东立顿 10亿元……十余个亿元
以上大项目奋力推进；食品产业百花齐
放，三大集群齐头并进。今年 1月—9
月份，园区规上企业工业增速增加值
8.14%，主营业务收入增速9.4%，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12.59%。

2019年推进体制改革以来，催生
延津集聚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体制创新——激发创业激情

壮士断腕式的延津集聚区管理体
制改革，使 20多人调了岗，在全县公
开选调 38名年富力强，能干事、想干
事的干部补充到一线，延津的改革，在
全县引起很大的震动。

改革后的延津集聚区采用管委会+
公司模式，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幅度压缩，
精简为一办五局一公司，管委会专注经
济发展，企业墙内事物管委会管，集聚区
内23个村庄的社会事务统一交给塔铺
办事处；成立产业集群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注入优质资产，实现市场化运营。

干部档案全员封存，实现全员聘
任，实现了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灵活
机制，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使命感、
荣誉感。以前拨拨转转、推推动动的
工作状态不复存在，目前，园区局与局
之间、科与科之间、人与人之间比作
风、比干劲、比成绩蔚然成风。

一天四打卡，虽然麻烦，但是没人
抱怨；一天连轴转，奔赴招商一线、项
目工地，没人喊累；通过竞聘上岗，公
开选拔的干部职工，把集聚区当作建
功立业的主战场、主平台。

在集聚区新落地的立顿集团新乡
市建文洗涤用品有限公司项目现场，
占地 300多亩的建设现场吊机林立，
场面蔚为壮观，工人们正在争分夺秒
地施工。该项目投资 10 亿元，年产

100 万吨洗涤剂，建成后将极大地提
升延津集聚区的产业地位。

新的体制机制激发了大家的创业
热情，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集聚
区新投产项目16个，新建设项目9个，
新引进项目 11个，创历年之最。 集
聚区改革以来，形成了“比谋划看储
备、比招引看投资、比开工看进度、比
服务看实效”的良性发展快车道。

环境提升——引进世界500强

10月 15日，龙牌圣戈班（河南）石
膏建材有限公司刚刚在延津举行开业
庆典，圣戈班集团高级副总裁、亚太区
CE0孟昊文，圣戈班中国区CEO盛昭
宁等来到延津，盛赞延津投资环境。

作为世界500强的Saint-Gobain，
2019 年最新《财富》世界 500 强排名
226位,圣戈班的入驻，代表延津良好
的投资环境得到世界500强的认可。

河南百川食品有限公司初来延津
产业集聚区时，租用当地标准化的一个
车间进行生产，得益于延津良好的发展
环境，生产线已经由最初的8条扩大到
40条，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大豆拉丝
蛋白生产基地。该企业负责人说：“是
延津的真诚让百川选择延津，延津的热

情留住了百川，延津的周到服务帮助了
百川，助推了百川的发展。”

一是推进首席服务官制度。每周
向项目首席服务官汇报一次项目进展
情况，每月邀请一次首席服务官到项
目现场指导工作，项目建设过程中出
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首席服务官汇
报，会商解决。

二是组建企业服务员队伍。为落
地项目提供免费代办服务，代为办理
项目落地过程中需要办理的各类行政
审批手续和市政接入手续。今年以
来，共收集疫情防控、办理证件、融资、
修建道路、招工等各类问题 86个，解
决问题 74个，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遗留
问题解决力度，真正将“服务”二字抓
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三是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严厉打击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强装强卸、强抢强卖、强揽工程行为。

延津集聚区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
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工作相结合，不
断增强相关领导人员的廉政意识，采
取多种方式开展学习活动，树立政府
的良好形象，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
业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
关系，吸引更多的客商来到延津这片
投资热土。

百花齐放——食品产业根基更强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分为两个片
区，分别打造了食品加工产业园和节
能环保产业园。

食 品 加 工 产 业 园 总 规 划 面 积
10.67平方公里，19日笔者来到现场，
只见山东鲁花集团黄色的现代化厂房
绵延数百米，气势宏大。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美涛介绍，鲁
花（延津）食品产业园花生油暨面粉食
品项目总投资 15亿元，占地 475 亩，
其中（延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项目是
鲁花集团第一个面粉及面制品深加工
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50亿元，税收 5000万元，提供直接就
业岗位1500余个。

像鲁花一样，延津县产业集聚区
大项目、好项目多，食品加工产业园已
入驻克明面业、豫粮集团、精益珍食
品、云鹤食品、笑脸食品、百川食品、麦
丰食品、千百知饮品、新平川、老坛酒
业等 50家食品白酒类企业。是新乡
市唯一一家以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
专业园区，已被列入全省“百千万”亿
级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工程行动计划。

集聚区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正在

按照先进专业智造的要求，编制先进
食品制造园区规划，以延津‘中国第一
麦’的资源优势为平台，以山东鲁花
（延津）食品产业园、克明面业、豫粮集
团、百川食品等企业为龙头，全力打造
百亿级食品加工专业产业园区。”

细分产业——三大集群齐头并进

节能环保产业园规划面积 11.55
平方公里，已形成环保装备制造、医药
化工和绿色装配式建筑三大产业集群。

除了世界 500 强法国圣戈班、德
国舒曼以及国内上市公司台湾欣竑、
北京首创、广东雄塑等优质项目外。
还聚集了豫飞重工、河南二建、慧联电
子（股票代码：871341）、台冠电子（股
票代码：838400）、百汇环保 （股票代
码：871341）、新乡制药、创力新能源
（股票代码：871341）等 100余家活力
四射的种子选手。

一是节能环保产业集群。总投资
8亿元，日处理生活垃圾 1500吨的延
津首创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基本竣工，设
备正在紧张调试。公司项目经理介绍，
随着全线达产，不但可以完成新乡市区
生活垃圾的全部无害化处里，而且项目
全年可发电 21883.01万度，外供电约
17944.07万度。

目前的节能环保集群，形成了以
豫飞重工为主导的土壤污染修复产
业，以河南百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河南豫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主
导的水污染治理产业，以新乡首创环
境能源有限公司为主导的静脉产业园
为体系的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共三大
领域 12家企业，涵盖节能环保技术装
备、节能环保产品、资源循环利用三大
类。其中节能环保技术装备企业 4
家，节能环保产品企业 4家，资源循环
利用企业4家，1个国家级企业技术研
发中心——“土壤固化与修复技术装
备研发中心”，1个河南省企业技术研
发中心——“河南省土壤修复技术与
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了具有

自身特色的节能环保产业体系。
二是医药化工产业集群。延津县

产业集聚区医药化工产业园是新乡市
唯一经省发改委批复主导产业为医药
化工的专业园区，总规划面积 4平方
公里，园区内全部是三类用地。

目前已入驻晋开延化、新乡制药、
三浦百草、安胜科技、杭州汇淼等企
业。随后将进一步优化园区发展布局、
产业结构、开发模式，以“绿色、低耗、安
全”为方发展方向，以“专业园区—产业
链条—产业集群”为发展目标，重点建
设以制药化工、化肥与农药化工为主，
其他精细化工产业为辅的专业园区，
努力走在同类园区前列。

三是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
绿色装配式建筑专业园立足建筑工业
化、住宅产业化、产品绿色化和生产模
块化，以法国圣戈班及我国河南二建、
河南雄塑、优模科技、博航塑业、汇丰
钢结构、天贝塑胶等企业为主，打造新
型环保市政建材产业，积极推进绿色
建筑开发，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低碳
环保，为绿色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以建设装配式建筑产业管理平台为
核心，以园中园为依托，打造涵盖装配式
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运维等全产业链
各环节的产业园区，打造新乡市装配式
建筑产业平台，满足技术研发、产品生
产、检测认证、宣传展示、教育培训五大
功能需求，形成若干产业体系完整、行业
全覆盖的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

9月 15日，新乡市副市长王天兴，
延津县县长李泽宙、副县长王明彬，延
津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培国带队到
深圳等地招商，与宝能集团成功签订
了总投资 25亿元的“新乡宝能住宅科
技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计划占地约800亩，总投资
约25亿元，该项目的成功签约，进一步
延伸了延津县绿色建材产业的产业链。

百舸争流千帆竞，独立潮头唱大
风。延津集聚区，必将在改革红利的
推动下，在优势区位环境的加持下，取
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功。

当前的延津，已经不是

过去意义上的农业大县。

以 20 多平方公里的产

业集聚区为依托，延津近两

年来正在发生巨变。

主导产业鲜明有序，项

目建设日新月异，产业根基

不断强壮，发展链条不断完

善，假以时日，延津必将崛起

为豫北经济重镇，产业集聚

区建设的一颗新星。
日新月异的延津产业集聚区（北区）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