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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京奥运会

谢思埸摘金泪洒赛场单届奥运双冠比肩熊倪

今日看点

热血，为时代澎湃
——党旗飘扬下的“青春中国”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广
大青年提出殷殷期盼。

这份期盼，在神州大地正化为一股
磅礴的力量，激励无数青年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党旗下，“使者”辉映“星光”
超过 70摄氏度——这是盛夏的塔

克拉玛干沙漠地表温度最高值。
早晨 7 时 30 分刚过，37 岁的冯光

已和团队成员一起进入油田采油区开
始作业。作为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塔中
第二采油气作业区党支部书记兼副经
理，今年是他与大漠“搏击”的第 14个
年头。

新井投产准备、技术改造施工、设
备检修维护……一项项工作在冯光的
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开展。采油装置
365天不停转，冯光和他的团队24小时
无间断待命。

清晨，望着点点星光起床；凌晨，伴
着满天星斗入眠。冯光常和同事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说，他们是“星光使者”。

油区不少集输管线建设在没有硬
化的沙漠里。今年5月的一天早上，冯
光像往常一样检查设备后准备开工，突
然发现，一条远离硬化路面、长达六七
百米的油气管线有失效风险。

是停止作业，还是继续开工？冯光
没有片刻犹豫，带领党员突击队人拉肩
扛，一步一挪地把维修设备搬进了作业
地点。管线修复时，已是半夜两三点
钟。冯光摘下口罩，内侧浸满了黄沙。

他说，作为党支部书记，就是要带
领集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
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
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去
年7月，冯光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
的回信时，心情激动。

“作为 9500多万共产党员中的一
分子，作为百万石油人的一分子，我将
始终保持在沙漠戈壁为油而战的职业
本色，吨油必争。”冯光说。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
生——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一个个
有志青年扎根基层，奉献青春能量。

记者面前的杨岗，戴着一副黑框眼
镜，身着白色 T恤，看起来像一个刚走
出大学校门的学生。事实上，他是一位
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新窑镇播雨村驻村
3年的第一书记。

2018年3月，30岁的杨岗来到播雨
村。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遍访全村774
户农户，149户贫困户更是经常去、反
复去，村情民意记满了一个又一个笔记
本。

3年来，杨岗和村两委干部带领村
民种植了 2400亩刺梨，办起了养牛合
作社。播雨村的贫困人口在 2019年全
部出列，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13000
余元。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7月1日，杨岗和驻
村干部在电视机前收看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时，把这句话认认真真记在了
笔记本上。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江山”
与“人民”两个关键词，让吉林省长春市
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韩丽萍感受深
刻。

计算机专业毕业后，韩丽萍进入社
区工作。这个“90后”社区干部在基层
工作中迅速成长。

“对我们来说，社区群众的心，就是
我们要守护的‘江山’。”韩丽萍说。

天地间，“英才”追逐梦想
27 岁的青年党员周林心中，一直

有个汽车强国的梦想。
2019 年从中南大学硕士毕业后，

周林进入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成为一名电池支持工程师，负责动
力电池系统装配的设备导入、调试及日
常管理工作。

“我们的传统汽车产业一直追赶别
人，在新能源这个新赛道上，我们应该
有决心试试‘换道超车’。”周林说。

两年来，周林扎根生产车间一线，
针对生产中影响开动率、品质及安全的
问题进行多处改善优化，申请专利 2
项。他的多项成果已转化为企业内部
教材，大大提高了团队的业务能力。

26 岁的彝族姑娘龙恩碧的梦想，
是带动乡亲共同致富。

早上 9点，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奢
香古镇的聚民艺服饰扶贫车间内已聚
集了不少学徒，从不到 20岁的年轻女
孩，到年过花甲的彝族老人，都在聚精
会神地跟着“小龙师傅”学习手工艺品

制作技术。
“小龙师傅”就是龙恩碧。尽管年

纪不大，但熟练的技艺早已赢得了大家
对她的尊重。

独具彝族风情的奢香古镇是当地
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置了来
自大方县 24 个乡镇的 12500 余名群
众。大学毕业后，龙恩碧原本打算去深
圳找工作，但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坚定
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
的人生，才有意义。”龙恩碧说。

借助政府的 5万元特惠贷和从亲
戚朋友处筹借的 5万元，2019年 1月，
龙恩碧开启创业之路，开办了一家彝族
手工艺品扶贫车间，当年实现了营业额
7万元。

2021年，已有 20多名搬迁群众成
为扶贫车间的固定工人。有的群众从
扶贫车间领取原材料带回家做好后，由
车间收购并支付报酬，实现了“家门口”
的灵活就业。

“80后”钱滨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浙江省宁波
市北仑区匠心快速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这位“技术男”的梦想，是在国内成
功推广模具3D打印技术。

2014年，钱滨开始创业，在宁波租
了厂房成立公司，刚开始规模不大，他
自己形容为“小作坊似的”。

“刚入行压力大到什么程度？经常
半夜两三点起来，一直坐到天亮。”钱滨
说。

艰难之时，时任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科创园副主任的张盛杰主动与他联
络，鼓励他坚持下去。

由于在模具3D技术方面拥有领先
优势，钱滨创业团队很快入选当地科创
园的“港城英才”项目，获得500多万元
的资金支持以及场地租金资助。2018
年，钱滨把公司搬到科创园。在一系列
政策的支持下，公司发展驶入快车道。

“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
出，‘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
基层党组织靠什么来凝聚青年人才？
就是要让年轻人引得进、留得住、发展
好、成长正。”宁波市委常委、北仑区委
书记梁群说。

“谱系”里，“青春”之歌传扬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
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32 岁的讲解员李婧，对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的这段话感受
强烈。

她现在的工作单位，是位于重庆市
渝中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
重庆办事处旧址。

“这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经
用过的书桌。”每次为参观者讲解那段
惊心动魄的红色历史时，李婧都心潮难
平。

2013 年，李婧成为一名讲解员。
为了讲好红色史实，李婧下班后坚持读
书学习，深入了解党的历史，提升知识
储备。她的出色讲解，深深感染了观
众。

“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这份
职业让我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够成功，更加坚定了我对中国美好
未来的信心。”李婧说。

晚上 10点多，内蒙古包头稀土研
究院的实验室里，依然灯火通明。

实验、测试、分析……胡文鑫和研
究团队正焦急地等待着最终结果。作
为一名青年科研人员，胡文鑫每天都是
这样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

包头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胡文鑫
团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将稀土元素应
用在轻合金材料中，赶超国外先进产品
的性能和技术水平。

“每当想起老一辈稀土科学家的钻
研精神，即便实验再苦再累，我都觉得
浑身充满力量。”胡文鑫说。

今日中国，“青春力量”无处不在。
2021年2月，一段清华大学上海校

友会艺术团的合唱视频在网络爆红。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

丝改变……”当一群毕业于清华大学、
平均年龄74岁的白发老者们唱响当下
流行歌曲《少年》时，无数“90 后”“00
后”为之感动、振奋。

皓首少年心，不负当年情。
对祖国充满感情，对人民充满热

爱，对工作充满热情，面对艰难困苦永
不退却——

这是在鲜红党旗下，“青春中国”奋
斗精神的传承接续，这是青春热血在新
时代的澎湃激扬！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记者 丁
玫 顾小立 温竞华 参与采写 初杭 潘德
鑫 周文冲 李晓婷 安路蒙 雷东瑞）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者 余
俊杰）记者3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等九部门日前决定，从 2021年起，教
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
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 832个脱贫县
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1
万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

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
等九部门近日印发《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要求
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
养，造就一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建设高质量中小学教师
队伍。

据悉，该计划由教育部和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在全国年度招生计划中
统筹安排，在高校年度招生总规模内
单列下达。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承担国家优师专项培养任务，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面向中西部省份招生。
中西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本
科层次师范院校，承担相关省份地方

优师专项培养任务。
报考优师计划的考生均须参加

当年全国统一高考，在本科提前批次
录取。

据介绍，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在
录取后、获得录取通知书前，须与培
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签订协
议，承诺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省份定向
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对拒
签协议的录取学生，有关高校应取消
其优师专项录取资格。国家优师专
项师范生录取后，户籍仍保留在原户
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
定向就业所在地区。

地方优师专项师范生由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统筹，在入学前做好相关
协议签订工作。

优师计划师范生毕业时，参照免
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相关政
策，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
定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优师计划
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
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者 余
俊杰）文化和旅游部3日发布通知，要
求各地文旅部门从严从紧、从细从实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严防疫情通过文
化和旅游途径传播扩散，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据 8月 3日印发的《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各地文旅部门
应指导 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
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
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严格
落实进景区景点前扫码登记、测体温
等要求，督促游客执行好“一米线”、
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

通知指出，各地旅行社和在线
旅游企业要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
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客源
地疫情形势，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
地区旅游，不承接高中风险地区旅

游团队，不组织高中风险地区游客
外出旅游。

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部门对
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将相关区域列
为疫情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
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
行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
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
关疫情排查工作。

文化和旅游部通知明确，各地文
旅部门要加强星级饭店、剧院、博物
馆、公共图书馆等室内场所的疫情防
控，加强通风消毒。对进入场所人员
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防控措施，加
强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管理。尽量减
少在密闭场所举办聚集性活动。

此外，各地文旅部门要及时通过
网络、电视、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开展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提醒游客戴口
罩、勤洗手，测体温、勤消毒，不聚集，
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文化和旅游部：
严防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途径传播扩散

九部门：每年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定向培养1万名左右师范生

新华社东京 8 月 3 日电（记者
周万鹏 公兵 赵焱）东京奥运会皮划
艇静水比赛 3 日在海之森水上竞技
场继续进行，当日展开了 4个项目的
半决赛和决赛。在男子双人划艇
1000 米决赛中，中国组合刘浩/郑鹏
飞在冲刺阶段遭遇逆袭，以 0.203秒
之差摘得银牌。张冬在男子单人皮
艇1000米决赛收获第六名，成为中国
队该项目闯入奥运会决赛的第一人。

当日进行的男子双人划艇 1000
米半决赛中，处在第一小组的刘浩/
郑鹏飞表现强势，以小组第一晋级
决赛。进入决赛后，中国组合率先
发力，在前 750 米始终占据领先位
置。进入冲刺阶段，古巴组合豪尔
赫/托雷斯加快划桨频率，并在冲线
时实现反超，以 3 分 24 秒 995 的成
绩 将 金 牌 收 入 囊 中 。 中 国 队 以
0.203 秒之差获得银牌，德国队获得
铜牌。

刘浩赛后坦言，东京奥运会的
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没能听到
国歌响起比较遗憾。“但我们打出了

中国的气势，能拿下银牌，我们也非
常高兴，这也许就是竞技体育的魅
力吧。”

郑鹏飞表示：“我们展现了自己
的水平，但还不完美，还得继续努
力。这枚银牌也是对团队、家人的
一个回报。”

张冬在男子单人皮艇 1000米决
赛中获得第六名，这是中国队在该
项目奥运会上的最佳表现。匈牙利
选手科保斯和沃尔高包揽冠亚军，
葡萄牙选手皮门塔获得季军。

殷梦蝶和马青在女子单人皮艇
200 米争夺中未能跻身决赛。新西
兰名将丽萨·卡灵顿摘金，继伦敦和
里约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奥运金
牌，西班牙选手波特拉和丹麦选手
约恩森分获银牌和铜牌。

女子双人皮艇 500 米前三名分
别是新西兰队、波兰队和匈牙利队。
值得一提的是，卡灵顿代表新西兰队
参加了该项目比赛，她由此获得本届
奥运会个人第二枚金牌，中国组合李
冬崟/周玉未能进入决赛。

8月3日，中国选手谢思埸（右）与王宗源在颁奖仪式后。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8月3日，中国选手管晨辰（右）与唐茜靖在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辰夺得

冠军，唐茜靖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中国女篮出击继续挑战“不可能”
新华社东京8月3日电（记者王恒

志 姬烨）东京奥运会4日将决出17枚金
牌，前两日在金牌榜上高歌猛进的中国
军团夺金点不多，辛鑫将冲击女子10公
里马拉松游泳金牌，花样游泳双人项目
将向俄罗斯选手发起挑战。最引人关注
的还是中国女篮，小组赛三连胜的女篮
姑娘们将在八强战里继续挑战“不可能”。

马拉松游泳项目4日开赛，2019年
光州世锦赛冠军、里约奥运会女子10
公里第四名辛鑫将全力冲击金牌。中
国队当日另一个冲牌点也在游泳池中，
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上，里约奥运会亚
军黄雪辰/孙文雁将挑战花游霸主俄罗
斯的地位。

作为三大球“独苗”，小组赛表现极
为出色的中国女篮将在4日迎来八强
战。面对欧洲冠军塞尔维亚队，中国女
篮将跨向新的台阶。

此外，乒乓球男女团体半决赛中，
中国女队将迎战德国队，男队对阵韩国
队，两支队伍继续向金牌进发。

4日东京奥运会将在田径、摔跤、帆
船、拳击等项目决出17枚金牌，本届奥
运会新增的滑板项目将再燃战火，决出
女子碗池冠军，中国选手张鑫将出战。

新华社东京8月 3日电（记者 夏
亮 周欣 吴书光）继半决赛逆转战胜队
友王宗源排名第一后，谢思埸在3日下
午的决赛中，再次以总分558.75的成绩

胜出，从而完成了包揽东京奥运会男子
3米板单双人两金的壮举，王宗源获得
亚军，英国选手拉夫尔排名第三。

男子 3米板比赛，过往的六届奥运

会，中国队只在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丢过一块金牌。本场比赛的冠军争夺
主要在谢思埸和王宗源两位中国选手
之间展开。

比赛中，谢思埸用更高的动作完成
质量，赢得了裁判组的青睐。从第一轮
开始，他便一路领先，王宗源紧随其
后。最后一跳，率先出场的王宗源以
109C拿到全场最高的 102.60分。压轴
出场的谢思埸只要得分超过 78.75分，
就能获得冠军。

走板、起跳、入水、同样的动作，谢
思埸一气呵成。当场内大屏幕尚未显
示分数时，王宗源就已经开始为好搭档
鼓掌，谢思埸的主管教练聂玉弟也在直
播镜头前“比心”提前庆祝。

并列最高的 102.60分，没有意外，
看到分数后的谢思埸泪如雨下。他试
图用冲凉来遮掩自己的泪水，但颤抖的
身体已然不受控制。

“这么多年走过来，感谢我没有放
弃自己。”即便是赛后，回忆起夺冠的那
个瞬间，谢思埸依然情不能自已。

拿到这块金牌后，谢思埸也成为继

“跳水王子”熊倪之后，第二位在单届奥
运会上收获男子 3米板“双料冠军”的
运动员。

“我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和骄傲，我第
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单双人金牌，
完成了我的大满贯。”谢思埸激动地说。

没能拿到金牌，但来自湖北的小将
王宗源也给自己打满分：“对我们‘00
后’选手来说，比赛就是不惧怕、往前冲
就可以了。能拿到这枚奖牌，我非常高
兴，这只是一个开始，也希望自己未来
向着金牌的方向去努力奋斗。”

比赛中，还发生了令人动容的一
幕。排名倒数第一的日本队老将寺内
健完成最后一跳后，现场所有运动员、
教练员甚至包括媒体，集体起立为这位
参加过六届奥运会的 41岁老将鼓掌。
掌声同样也送给了35岁的墨西哥名将
帕切科，因为这应该是他们职业生涯的
谢幕之战。

“他们展示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
神，在这个年龄，还在拼命为自己国家
争取荣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和
尊重。”谢思埸说。

皮划艇静水：
刘浩/郑鹏飞遗憾摘银 张冬取得新突破

8月3日，中国选手邹敬园在比赛中。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男子双杠决赛中，中国选手邹敬园夺得

冠军。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