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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旭晖）9月1日，
宿迁市召开全国文明诚信高地建设动
员暨文明城市表彰大会。会上提出，宿
迁市将按照“一年深化拓展、三年全域
提升、五年打造高地”的“三步走”实施
步骤，到“十四五”末，创成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

2015年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以来，宿迁市以全国第一的优异成绩
创成全国文明城市，又以全国第二、全
省第一的成绩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并获得全国通报表扬，2017年跻
身全国首批12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城市，并始终在城市信用排名中
居全国前列。

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昊说，宿迁市委、市政府旗帜鲜明地
提出建设“全国文明诚信高地”，就是要
以打造全国文明城市“升级版”的实实
在在行动，为全省担负起“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作出更
多宿迁贡献。

为进一步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和诚信
宿迁建设水平，宿迁制定了推进全国文
明诚信高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明确2021年为巩固深化年、
2022年为全面提标提质年、2023年为
全面提升年，并推出核心价值观培育、
市容市貌提升、城市精细管理、信用名
城建设、公共服务提升、公共安全提升、
生态文明提升、文明交通提升、文明素
养提升和全域共建提升10个专项行动。

宿迁提出5年内
创成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本报讯（记者 张妍妍） 今年秋
季学期起，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生读本》（下文简称《读本》）进入全
国大中小学课堂。这是为广大青少年
学生培根铸魂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作为主流媒体平台，中国江苏网·新江
苏客户端与“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
联合策划推出“新思想进课堂——大
型互动式融媒策划与征集展示专题”，
通过“互联网+思政”的创新路径，为
进一步学好用好《读本》，深入推进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主流媒
体的独特作用。

该专题以《读本》内容为基础展
开，通过“开学第一课”“伟大精神”“学
习卡片”“系列原创”等内容板块，为广
大网友特别是大中小学生学习新思想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全面展示全省
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进展与
成效，促进学校之间、教师之间的相互
学习与交流。中国江苏网和“学习强
国”江苏学习平台还将联合省有关部
门，面向全省大中小学开展“精品课程
征集展示”活动。

中国江苏网作为江苏第一主流网
媒，坚持将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
大力推进理论宣传创新，近年来陆续策
划推出“马克思主义·青年说”系列活
动、《E起学习》专栏、《红色宣讲映初
心》《青说“十四五”》《童声讲述——连
环画里的党史故事》等多个系列的精品
内容，受到中宣部、教育部充分肯定，代
表作品连续两年获得中国新闻奖。

大型互动式融媒策划与征集展示专题

中江网“新思想进课堂”上线

□ 本报记者 陈洁 于锋

“奥运会上最重要的不是胜利，
而是参与！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凯
旋，而是奋斗！”

在不久前闭幕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健儿收获了38金32银18铜的
好成绩，打破4项世界纪录，创造21
项奥运会纪录，在多个项目上取得历
史性突破。他们以精湛的竞技水平、
高昂的战斗士气和顽强的意志品质，
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奥林匹克精神添上最生动的注解。

顽强斗志，超越自我

赛场上，战况瞬息万变，胜负刹
那转换，但那股“从心底燃起来的中
国力量”始终激荡在中国运动员的心
胸，激发他们以顽强的斗志去战胜自
我，超越极限。

顽强，是面对危局，迸发惊人力
量，实现胜利逆转。

7月25日晚，东京奥运会男子
举重67公斤级的抓举比赛结束，夺
冠热门、中国运动员谌利军两次失
误，抓举成绩落后对手6公斤，暂列
第四。

谌利军压力巨大。5年前的里
约奥运会，22岁的他因腿部抽筋而
含泪退赛。这一次在东京，他不想
再留遗憾。拼了！挺举较量中，面
对竞争对手的抢眼表现，谌利军第
二把直接加重12公斤。只见他凝
神聚力，一把举起187公斤，不但打
破了奥运会纪录，也为中国队摘下
金牌。赛后接受采访时，这个湖南
汉子流着泪说：“每多举一点重量，
我的信心就增强一分。再也没有挫
折可以吓倒我!”

顽强，是面对挫折，不气馁消沉，
用胜利证明实力。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担任中国
队旗手的江苏跆拳道名将赵帅，在
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半决赛中不

敌英国名将辛顿。出师不利，这位
里约奥运会的冠军没有被挫败击
倒。他顶住巨大压力，调整心态，树
立信心，抵挡住韩国选手的强势挑
战，最终斩获一枚铜牌。虽然没有
再拿金牌，赵帅对自己的“东京之
旅”却并不感到遗憾，他说：“赛场
上，我有不服输的精神，遇到挫折
时，敢于站起来！”

顽强，是面对强手，缩小差距，用
优异的表现超越自我。

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运
动员王春雨以1分57秒00的成绩
获得第五名，距离冠军成绩只有1秒
多的差距。尽管没有赢得金牌，王春
雨却赢得了突破：她是首位奥运会女
子800米决赛的中国选手；她的成绩
和冠军只有1秒多的差距，已跻身世
界一流水平；1分57秒是她的个人
最好成绩，比里约奥运会上的2分
04秒05提高了一大截……

超越自我，才能超越对手。奥运
开幕前夕，王春雨用手机记录下这样
一句话：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
持。她说，自己和欧美顶尖选手固然
有差距，但是，“我相信自己有一天
会战胜她们！”

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站在奥运赛场，我们不以金牌
多少论英雄，“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凯
旋，而是奋斗”，这一奥林匹克的永
恒旋律，将真正的奥运精神埋入每
个人心中，激荡在赛场内外。一个
个拼搏瞬间，在这个夏天停留在人
们的记忆深处。

拼搏是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
前走。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00后体操
选手芦玉菲，在高低杠的比赛中面朝
下掉下了器械，重重地摔在垫子上。
就在观众为之揪心之时，芦玉菲站起
来后重新调整好状态，面向评委问了
一个问题：“我还可以再翻吗？”让大

家瞬间记住了这个倔强的姑娘。在
翻腾滚跃中，中国运动员展现出别具
张力的生命力。

拼搏是自我的突破，无关输赢。
24岁的江苏健儿何冰娇获得

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第四名，在
她的此次东京之行中，有一幕让人
印象深刻。在羽毛球女单八分之一
决赛中，何冰娇的对手、美国选手张
蓓雯在比赛进行到第二局时突然受
伤倒地，继而因伤退赛，不战而胜的
何冰娇却泣不成声。在赛后接受采
访时，她坦露心声，原来哭泣是因为
没能跟对手来一场真正的比赛，她
不想看到对手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赛
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好好跟她
拼完这场球。”

拼搏是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在东京湾，“铁姑娘”辛鑫训练完

之后背上爬了很多虫子的视频，让人
触目惊心。10公里马拉松游泳项
目，一向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因
为在自然环境中游泳，选手会受到海
浪、水温、天气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辛
鑫此前就曾遇过水母的袭击，身上
被咬得又疼又痒，夜里两三点都没
法睡觉。一般短距离游泳运动员一
天训练量在3-4公里，长距离运动
员训练量在8公里左右，而辛鑫一
天的训练量则是15公里。当初从
800米自由泳改练10公里马拉松游
泳项目时，辛鑫的抉择曾被很多人
不理解。而正是在她的不懈努力
下，中国在公开水域项目上有了唯
一的世界级选手。赛后，对自己的成
绩并不满意的辛鑫留下“让你们失望
了”的留言，网友们却纷纷力挺：“世
界第八，我们为你骄傲！”

心中有梦，奋力逐梦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心中有
梦、奋力逐梦的姿态，定格在世人心
中，展现了奥林匹克运动最迷人的特
质和最动人的力量。

34岁的江苏老将吴静钰，在跆
拳道领域已经“封神”，她为中国跆拳
道队拿到过历史上第一枚亚运会金
牌，还在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上
两次斩获金牌。

功成身退的吴静钰本可以享受
岁月静好，但她却在2017年生下女
儿半年后毅然回归。面对孕产造成
的身体机能退化的现实，她也没有退
缩，并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东京奥运会
赛场。虽然吴静钰最终没能在东京
奥运会上重回巅峰，但她已经是自己
人生的英雄。

在梦想和热爱面前，放弃比坚持
更难，这是吴静钰，也是“亚洲跑神”
苏炳添、“新科蝶后”张雨霏内心真实
的写照。

在2015年以前，苏炳添起跑时
右脚在前，枪响之后，左脚首先向前
迈出。而世界上多数顶尖短跑运动
员在起跑时均为左脚在前，枪响后右
脚首先迈出。为了跑进10秒大关，
实现全新突破，2015年，苏炳添决定
改变起跑脚。

“就像你刚开始是用右手拿筷子
吃饭，突然间变左手，你夹都夹不到，
我记得当时连起跑怎么发力都完全
不会。”

更改技术，意味着重塑自己的运
动系统和肌肉记忆。不改，没法突破
自己现有成绩；改，未知的将来和自
我博弈的痛苦时刻相伴。

张雨霏在更改技术期间，不仅发
现了自己的天生缺陷——脊柱侧弯，
还因为一段时间里成绩不升反降而
陷入怀疑、痛苦、自我否定之中。

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之间的辗
转之后，迎难而上的他们终于收获了
喜悦的果实。在东京奥运会上，“老
将”苏炳添跑出9秒83的好成绩，创
造了黄种人的历史；年轻的江苏小将
张雨霏则收获了两枚金牌和两枚银
牌，成为这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拿
到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东京奥运回眸②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凯旋，是奋斗

作为有害生物防治专员，上海一位
超市阿姨最近因为一张自制的“秋季蚊
虫作息表”火了。这份刷屏的秋季蚊虫
作息表，详细列举了蚊子从早到晚的现
身地点、行为特点，并给出了不同时间
段的驱蚊妙招。“这工作做得也太细心
了”“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网友
纷纷感叹，这位“灭霸”阿姨的工作态度
实在令人敬佩！

确实，小小一张“秋季蚊虫作息
表”，背后是“灭霸”阿姨在超市担任有
害生物防治专员13年兢兢业业积攒下
的工作经验。在这个普通岗位上，她展
现出了“十年磨一剑”的细心、勤勉和坚
韧。社会的运转好比一部庞大而精密
的机器，绝大多数人都是“螺丝钉”，正
是无数人看似普通而平凡的工作，才支
撑起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很多工作都是平凡的。面对平凡
工作，每个人的态度却可能截然不同。
有人在平凡工作中消磨时光、碌碌无
为，有人则坚守初心、精益求精，让人生
大放异彩。从32年固守海防的王继才
夫妇，到30年如一日的“农民警察”李
树干，再到扎根丘陵山区 40 年的基层
干部李银江……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大
地涌现出许多身处平凡岗位、却不与平
庸为伍的非凡人物。尽管他们职业不
同、年龄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爱岗敬业，几十年如一日，把工
作做到极致。他们沉下心来干工作，心
无旁骛钻业务，干一行、爱一行、精一
行，各自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了不

凡的工作业绩。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

命的辜负。没有立足岗位、兢兢业业的
实干打底，一切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都
将是镜花水月。

“在平凡的岗位上，如果你是一滴
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
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这
是雷锋日记中的一段话，现在读来仍然
富有哲理、发人深省。有些人之所以

“这山望着那山高”，没能在平凡中造就
非凡，就是因为误将平凡看成平庸，没
能看到一滴水、一线阳光的价值所在，
结果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挫了锐气、
没了心气、降了追求。抱着“无所作为”
的观念从业做事，自然就只能越混越没
市场。

平凡岗位见真功。去年以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更让人们看到了
平凡者身上的非凡力量。从慷慨逆
行、尽职尽责的医务人员，到披星戴
月、昼夜坚守的社区工作者，再到一
个个志愿红、橄榄绿、守护蓝交相辉
映……正是成千上万个平凡“你、我、
他”的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才能筑起
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抗击疫情如
此，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如此。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需要
每一位普通劳动者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
平凡的事做好。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
以拥有不平凡的人生，每一个平凡的岗
位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平凡工作做到极致
就是最大的不平凡

□ 韩宗峰

时评江东

从左至右依次为运动员苏炳添、张雨霏、谌利军。 （新华社发）

▶上接1版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逐一梳
理研究我省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
业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城市及各类
园区等重点区域的降碳空间，拿出硬举
措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加快
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
构、用地结构调整。要坚持创新第一动
力，着力攻克一批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抢占绿色低碳科技和产业创新制高点，
大力培育绿色低碳新动能。要提升生
态碳汇能力，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控，有效发挥森林、海洋、湿地和滩
涂、土壤等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
汇增量。要在全社会倡导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人人参与、共建共
享，齐心协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家园。“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
期、窗口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
紧迫感、责任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排定重点任务、重点举措，抓紧抓
细抓落实，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

副省长储永宏，省政府秘书长陈建
刚参加会议。

研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了解更多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 本报记者 陈彤
通讯员 徐守军 尚庆迎

徐州市铜山区近年来持续开展“环
保整治”和对钢铁、焦化、水泥、热电“四
大行业”布局优化、转型升级，关停取缔
企业超过4000家。“贯彻新发展理念不
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徐州市铜山区
委书记、徐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龚维芳
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
识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面对转型阵痛
要有勇气、有担当，面对升级需求要有
办法、有作为，面对产业高地建设，要目
标坚定、思路清晰。”

走进铜山区茅村镇，投资5.1亿元
的徐州揽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程机
械零部件一期项目正在紧张生产。去
年12月开工，如今两条生产线已建成
投产，铜山区项目建设速度再被刷新。

揽胜机械项目使用的是国华发电
厂原货场闲置下来的130亩土地。离
此不远，康瀛机械科技智能制造项目也

已竣工投产，利用原铜山区金霸王和民
盛水泥厂两家水泥企业腾出的135亩
土地，生产履带式起重机整车装配，运
用精细等离子切割机、焊接机器人等先
进设备走“智”造之路，可实现年产值近
8亿元。

4000家企业关停腾退出1.2万亩
土地，为铜山未来发展卸掉了包袱、打
开了空间。龚维芳说，坚持“工业立区、
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不动摇，紧紧扭住

“产业更高端”目标，加速推动项目全周
期高效运转，推动主导产业向产业链、
价值链、创新链高端攀升。

今年以来，铜山区累计签约项目
48个，其中超50亿元“1号工程”项目5
个，在谈50亿元项目3个、百亿元项目
两个。拿出“开局就是冲刺、起步就是
决战”的姿态，铜山区产业项目“上新”
速度一再提升。年度投资369.5亿元
的89项重大产业项目已开工79项，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63.7%，其中29个市
级项目完成投资110亿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63.4%，51个项目实现投产。
位于徐州高新区的徐工消防安全

装备有限公司，其生产的登高平台消防
车可突破100米工作救援高度，使我国
由此成为第二个能生产100米高端消
防车的国家。徐工消防每年投入超过
销售额的4%用于技术研发，技术团队
超200人。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手中，是徐工消防实现创新发展、打破
国外垄断局面的底气。

为激发产业创新活力，铜山区大力
实施科技创新“五融合五落地”工程，突
出打好平台、人才、企业、政策“四张
牌”。上半年组织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117家，获批科技型中小企业271
家。引进领军人才 27名、专门人才
225名、高校毕业生2676名，在2021
年省“双创人才”项目评审中，徐州高新
区获批9个“双创人才”、两个双创团队
项目，团队入选数量全省并列第一。

创新活力迸发，高新技术企业进一
步集聚，精创冷链物联网核心控制器、
新聚安全智能装备、博德纳智能控制设
备等大项目快速投产，铜山依靠科技支
撑延链、补裢、强链，先进制造产业发展
走向更高端。

去年11月28日开工建设的徐州
淮海生命科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如今
已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科研成果转化高

地。“自主研发在售产品 100多个品
种，在申报的二三类医疗器械和诊断
试剂40多项。”淮海生命科学产业技
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建国介绍，目前
研究院已完成几个“卡脖子”核心技术
产品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形成6家产
业化公司。

瞄准培育新兴主导产业，铜山区
梳理确定安全应急装备、汽车及零部
件等12条优势产业链，建立区四套班
子和徐州高新区班子挂钩联系优势产
业链制度，研究出台安全应急、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与ICT等产业专项扶持
政策，产业基金总规模达65亿元，“一
产业一龙头一基金一平台一载体一政
策”产业发展生态加快形成。推动产
业集约集群发展，以徐州高新区、铜山
经开区和6个特色园区为主体的“两
区六园”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87.7 亿
元、增长 31.4%，新建高端标准厂房
100万平方米，高新区六大产业特色
园区标准厂房面积达到 300 万平方
米，正在规划建设总投资100亿元的
空天地产业园。

一批批优质新项目加速签约、建
设、投产，一条条主导产业链不断拉
长、变强。铜山，正瞄准更高端的产业
体系、建设全省领先的产业高地目标
加速前行。

转型有担当 创新有办法 发展有思路

铜山：产业强区“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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