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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缔 假 僧 假 道 ， 减 轻 群 众 负 担

新 闻 纵 深

上个月，微博的服务器又经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
考验。7月28日，演员文章和马伊琍同时在自己的微
博上公布了离婚的消息，迅速引爆了网络。一时间，与
文章和马伊琍婚变有关的信息迅速填满了大家的社
交网络。大氛围的影响下，大家都自愿或不自愿地卷
入到了“吃瓜”的热潮中。

“吃瓜群众”可谓是网民中最具规模性与代表性
的群体，也是年轻人网络生活的真实缩影。所谓“吃
瓜”，一是看热闹的好奇心，二是事不关己的疏离感。
人人皆有好奇心，而年轻人的好奇心尤其旺盛。明星
的私生活，具有“引人注目但又无关紧要”的特质，自
然成了年轻网民们最大的“瓜田”。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娱乐方式，现在的年轻人将
围观明星八卦当做一种减压手段，倒也无可厚非。但
面对这种热衷“吃瓜”的风气，我们终究免不了要问：

“吃瓜”这种事不关己的心态，为何会流行于网络舆论
场？打开微博就会发现，在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话
题上，网民们也并不缺乏讨论热情。但细究下去却会
发现，关心这些话题的，多是有一定网龄的“老网民”，
越是年轻的网民，越显得“出世、避世”，他们更关心那
些轻松的话题。

大多数情况下，公众讨论的质量因为部分“键盘
侠”戾气的增强而变低，有理有据的“君子之争”，逐渐
被网络上的暴躁风气碾压，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时常成
为“谁先把对方骂倒算谁赢”的无聊争斗。这种低劣的
讨论，自然会让年轻的网民感到无聊。在“吃瓜”这个
问题上，指责年轻人“无聊”“冷漠”显然有失公允，为
他们打造更好的公共讨论空间和平台，显然比指责他
们只知道关心明星私生活更有意义。

年轻网民热衷“吃瓜”有错吗？
吴志巧

“大家好，我叫维佳。我来自白
俄罗斯，我来如皋三年了。”每周三
晚七点，在正翔商业广场的一楼大
厅内，许多人都会被一个敲架子鼓
的外国男子吸引。他就是来自白俄
罗斯的外教——维佳。

维佳是珠江钢琴艺术教室的一
名外教，每周三他都会在正翔商业
广场进行公益演出，吸引了一大批
粉丝。记者来到正翔商业广场时，
正见维佳坐在架子鼓后，活力四射
地敲打着，鼓槌随着他的动作上下
舞动，节奏感极强，现场围观的市
民们不时地为他鼓掌。演出结束
后，维佳看到记者，就立马热情地
过来打招呼，并用中文来了一段自
我介绍。

在同事眼里，维佳不仅聪明好
学，认真负责，还是个“大暖男”。
平时在生活中和大家相处十分融洽，
他还经常会从家里拿一些自己亲手做
的俄罗斯特色早餐分享给大家。在给
小朋友们上课的时候，他也会运用各
种方法，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音乐的
魅力，孩子们也十分喜爱这位帅气而
又耐心十足的外教。7岁的徐怿泽既
是维佳的学生，也是维佳的“铁
粉”，每次维佳演出，他都会走上舞
台和维佳一起演奏。

别看维佳现在时不时能蹦出几
句普通话和同事们顺畅地交流，三
年前，远渡重洋、初来乍到的他对
于如皋的生活并不适应。随着时间
的推移，维佳已经渐渐习惯了这里

的生活。如今，在其他外国友人眼
里，维佳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老
如皋”了。他不仅对如皋的大街小
巷非常熟悉，对如皋的美食也是十
分地了解。

“我在休息时去过中国的很多其
他城市，但最喜欢的还是如皋。因
为这里生活节奏比较慢，会比较轻
松，而且这里的人都非常热情，我
很喜欢。我爱如皋，我想一直待在
这里。”维佳说，如皋这座城市就像
一本旧书，或许初读不觉滋味，但
如果你愿意细细品读，就会发现她
有着不一样的魅力，“我希望未来能
有更多地人像我一样，来到如皋，
感受如皋，爱上如皋。”

□融媒体记者张颖

白俄罗斯外教维佳：爱上一座城

本报讯（通讯员冒爱锋 李军 融媒体记者
顾忠兵）昨日，市民政局组织举行了重点督办提
案协商办理推进会，汇报109号“推进镇级公益
性公墓建设”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市政协副主席
严世斌、刘晓洁参加会议。

会上，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缪永辉就我
市深化殡葬改革、推进镇级公益性公墓建设情况
进行了详细汇报。他表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市殡葬改革工作、镇级公
益性公墓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共
清理土坟、硬质化坟墓、冥亭19.5万个；销毁棺材
259口、墓碑153个，销毁、拆解墓亭341座；销毁
和暂扣冥币、冥衣、纸扎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2.33
万公斤；查处假僧假道和演出47起，立案10起，查
实6起；10个镇级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均已开工
建设；131个村级公墓改造提升到位，60个正在
改造提升中，全市改造提升率达68.6%。

严世斌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韧劲和“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担当，
深化殡葬改革，弘扬厚养薄葬、绿色殡葬、文明
祭扫的新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周伟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日前，全省工商联重点工作推进会在句容进行。
我市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顾卫国在会上作了题为《创新思维

“三化”并举 推动商会党建高质量发展》的交流
发言，就我市商会党建工作作经验介绍。

近年来，市工商联坚持创新思维，“三化”并
举，以商会党的工作、党员活动之家、派驻党建
指导员“三覆盖”，推进商会组织建设规范化；以党
性教育、政治生活、党员发展“三突出”，推动商会党
员管理常态化；着力在促进“两个健康”、助企转型、
履行社会责任上发挥更大作用，力求在县域商会
党建工作中探索质量提升新路。据了解，如皋商
会党建工作曾先后被《中国统一战线》《中华工商
时报》《新华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谭志明 刘正华）为全力打
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不断巩固“走帮服”
活动成果，持续增强“双联双助”品牌效应，今
年以来，市监局开发区分局紧紧围绕党中央战略
思想，积极开展了“双联双助”慰问活动。

日前，该分局负责人带队前往袁桥社区开展
“双联双助”活动，给91岁的老党员王瑞庭送去
了慰问物品，并认真学习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爱党爱国的革命精神。

慰问期间，帮扶人员还与社区干部们进行了
深入交流，了解该社区在脱贫方面的需求，商讨
下一步精准帮扶的对策，并表示精准扶贫是习总
书记提出的重大战略，要做好“双联双助”工
作，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活动共
走访了该社区10余户困难党员和群众，帮扶人员
询问了他们的住房和健康等状况，并鼓励大家保
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帮扶
下尽快脱贫。

市监局开发区分局开展
“双联双助”慰问活动

“丁堰有浓厚的‘亲商、安商’氛围，
有健全的服务体系。”“丁堰以诚挚的热情欢
迎青岛企业来如投资，为企业提供‘量身定
制’的优惠政策”……日前，丁堰镇怀着求
才若渴、求智迫切的心情假座青岛远洋大酒
店，举办了招才引智推介会。来自中国海洋
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专家、教
授和在读的如皋籍学子，以及青岛市如皋商
会的创业能人们参加了活动。

眼下，江海平原上的千年古镇——丁堰
镇正聚力打造江苏、南通“工业强镇”，致
力追求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
的是，该镇目前已跻身前不久发布的全国综
合实力千强镇 （第 655 名、南通市第 11
名），占地1000亩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初
具规模。“我们热切期望高校院所的专家、
教授给予智慧支撑和科技支持，热切盼望在
青岛高等院校就读的如皋籍学子选择丁堰就
业安家，热烈欢迎青岛市如皋商会的创业能
人到丁堰‘智能制造产业园’落户创业。”

丁堰镇党委书记储开平的一番致辞表达出了
学习青岛经验的迫切愿望，也让青岛看到了
丁堰“双招双引”的十足诚意。

2014年，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院院长于广利教授与丁堰镇南通天龙畜产
品有限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取得了良好成
效。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院副院
长、教授郑冰十分看好校、政、企之间的合
作。他表示：“那次合作为青岛高校院所与
如皋，特别是丁堰镇的合作开了先河、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借此推介会举办的契机，中
国海洋大学有信心进一步升华高校与丁堰镇
政府的合作，奋力探求青岛高校和当地政府
合作的突破点，紧抓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发展
机遇，促进产学研合作的落地生根，为如皋
输送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作为此次推介会的参与者之一，青岛市
如皋商会会长、青岛尚合丰汇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薛锦很是兴奋：“推介会很成

功，如皋拿出了十二分的诚心，让我们看到
了丁堰优美的环境，不少企业都有到如皋看
看、投资发展的想法。”他随即表示，自己
一定当好丁堰创新创业优势和如皋人才政策
的“宣传员”，当好丁堰“智能制造产业
园”的“招商员”，当好青岛市如皋同乡会
和青岛市如皋商会能人返乡创业与丁堰无缝
对接的“服务员”。

中国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博士马藜在接受
如皋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时说：“一个镇
区专程赶到邻省的山东海滨科技之城——青
岛举办招才引智推介会，令学子们很是钦
佩。丁堰镇创新创业的优势和如皋人才政策
的推介，更令青岛高校院所即将学成就业的
高技能人才们心动向往，‘智能制造产业园
’一定能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科技人才集聚
高地、创新创业岗位高地、特色产业兴旺高
地。”

推介会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但在深
入了解了我市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创业扶

持、创新扶持、载体扶持、就业扶持、社会
保障和引荐奖励等优势政策后，不少青岛高
校人才和创业能人心里都泛起了小小的涟
漪，他们表达出了与丁堰镇合作发展的愿望。

□融媒体记者陈嘉仪 尤振宇
通 讯 员顾如兵

记者感言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最重要的支
撑。“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相信
在丁堰镇党委、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全
方位、多层次地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
实力企业，必定能在建设“工业强镇”
的征程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筑巢引凤、政府抛出“橄榄枝”，引进人才、做足“智力文章”——

丁堰镇招才引智推介会走红青岛

近日，长江镇平南社区
校外教育辅导站组织学员开
展了“祖国七十年”绘画才
艺展示活动，学员们从不同
角度展现了祖国的巨变。此
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七彩
夏日”的内涵，激发了学员
的爱国热情。

□通 讯 员李建华
尤维泰/文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摄

市民政局举行重点督办
提案协商办理推进会

市工商联
推广商会党建工作

【上接A1版】“抓好冶金、建材、化工、电力、纺
织五大行业的重点企业、重点工程的节能减排，
加强相关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开发与推广，建
立健全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体系。”“坚持引进技术
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和创
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低碳
产业，着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从末端治理
走向源头和全过程防控，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实现了环境效益、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面对人民群众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新期待，如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化战
略，努力建设天蓝水净地绿的美好家园。

□融媒体记者顾忠兵

【上接A1版】对市科技馆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进行了场所功能布局优化，新
设产业科技、科技生活、超感影院、
科技长廊四个主题展区。将南通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如皋核心区打造成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生态文明风尚、
提供惠民公共服务等多种功能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综合性宣传教育阵地。

以业务轮训力促队伍建设。以科
技局、科协全体人员、镇 （区、街
道）分管科技工作领导、科技助理等
直接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人员为主
体，组建了110余人的科技志愿服务
队。以科协全体人员、镇 （区、街

道）科协负责人及科普服务人员为主
体，组建了50余人的科普志愿服务
队。以企业科技管理人员、研发人
员、技术人员为主体，组建了1200余
人的涉企科技志愿服务队。对3支志
愿服务队共举办各类科技科普业务轮
训20余场，人次超过10000人，有力
助推了企业研发投入、平台打造、产
学研合作、高企培育、专利创造等重
点工作的开展。

以丰富活动提升活动质效。先后
开展了科技科普文艺实践进社区、涉
企惠企科技政策综合宣讲志愿服务、
留守儿童走进科技馆专场、中科院老

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科普巡讲报告会、
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如皋市第31届科普
宣传周、“探索新天地 开拓新视野”
学生、职工、老干部天文望远镜科普
实践等科技科普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
专题活动20余场，参与人数近2万
人。

下一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技
与科普服务分中心将不断加强队伍建
设、优化项目设置、丰富活动内容、
提升服务质效，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
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
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浓厚氛围。

□融媒体记者陈文瑶 通讯员韩琳

砥砺奋进的恢宏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