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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健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宁波
选 手 一 次 又 一 次 给 人 们 带 来 惊
喜。到目前为止，参赛的 7 名选
手已全部亮相，在射击、举重、
游泳、体操等项目中共获得 5枚金
牌。“一城五金”，创造了宁波体育
史无前例的辉煌，给宁波这座城市
带来了无限荣耀，在宁波体育发展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
骄傲和庆贺。

“一城五金”到底意味着什
么，已经或将给宁波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和变化？笔者以为：

对宁波市民而言，是极大的
鼓舞和激励。以杨倩、石智勇、
汪顺、管晨辰为代表的宁波奥运
健儿，在高手如云的奥运赛场上
屡创佳绩，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和
过 硬 的 心 理 素 质 。 在 比 赛 过 程
中，杨倩超乎寻常的淡定从容，
石智勇舍我其谁的霸气，汪顺敢
于超越的拼劲，管晨辰“少年老
成”的自信稳健，无不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
的自信自强、顽强拼搏、知难而

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宁波
气质、宁波精神的体现，对于弘
扬正能量、促进城市发展大有裨
益。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宁波
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
风采，必将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全市人
民在奋力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
争当“重要窗口”模范生的进程
中，满怀豪情，鼓足干劲，攻坚
克难，奋勇争先。

对宁波城市而言，是更高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随着宁波选手
一次又一次登上奥运会冠军领奖
台，宁波这座素以低调闻名的沿
海城市名声大振，屡屡迎来“高光
时刻”，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
关注和极高赞誉，也让世人对宁波
蕴含的巨大能量刮目相看。毋庸讳
言，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所展示的
不仅是自身的实力，更是其背后所
代表的国家和城市的实力。国运
兴，体育兴；城市兴，体育兴。
一座城市在一届奥运会上连得 5
枚金牌，这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绝
无仅有，展现了非同一般的竞争
力，值得大力总结和宣扬。奥运

冠军们已然成为宁波城市的闪亮
名片和极佳形象代言人，这是优
秀运动员给予宁波这座养育他们
城市的回馈。我们理当抓住契机，
利用好奥运冠军的“明星效应”，
进一步讲好宁波故事，扩大城市宣
传，塑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城市形
象，不断提高城市的美誉度。

对宁波体育而言，是满满的
收获和更大的期待。宁波选手在
奥运会上的惊艳表现，不仅让宁
波体育人兴奋激动，品尝了丰收的
喜悦，同时也使更多人感受到了体
育的无穷魅力。可以想见，在后奥
运时期，全市上下对体育的关注
度、支持度会越来越高，关心体
育、热爱体育、参与体育的人会
越来越多，体育发展的环境会变
得越来越好。全民健身可望掀起
新的热潮，竞技体育更将深得其
益，迎来大发展的极好时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奥运
冠军的示范效应，将吸引更多的
人投身体育事业，去追寻那虽然充
满艰辛但并非遥不可及的冠军梦。
获得奥运金牌的 4名选手原本都是
普通孩子，其家人也没有从事体

育运动的经历，因为偶然因素走
上了体育训练之路，恐怕当初他
们谁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登
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体育改
变人生。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后来者：只要心怀梦想，只
要肯付出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随着“体教融合”模式的推
广，使得运动员成长和成才的空
间变得更为广阔。尤其是杨倩清
华大学学生的身份，极大地改变
了人们对于运动员“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传统认知和固有印
象，会促使更多家长打消顾虑，
让自己的孩子去从事体育运动。
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我市体育人
才的选拔和培养，进一步夯实体
育后备人才基础，从而保证我市
竞技体育人才辈出、长盛不衰，
未来有更多的宁波体育健儿扬威
世界赛场。

“一城五金”给宁波带来了啥

徐根凯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举行重点
类督办建议“三见面”座谈会，围
绕涉及乡村振兴的代表建议，进行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以进一步加大
创新力度，加快我市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8 月 3
日 《宁波日报》）。

产业兴则百业兴。实现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乡村产业是
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
基础。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构建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是时代的要求、
任务的使然，势在必行。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大力发展富民乡村
产业，着力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构建创新链、完善服务链，更
好发挥农业基本盘和“三农”压舱
石作用，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在农业现代化、美
丽乡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等方
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
乡富不富，关键看产业。这些年，
随着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入，我
市乡村发展异彩纷呈，农业产业规
模化、集聚化程度不断彰显。如奉
化区已逐步形成一村创一业、百村
兴百业、强村又富民的发展格局；

再如象山选育的“红美人”等 20
余个特色柑橘良种，推动柑橘产业
转型升级。全县 4000 户橘农户均
收入 12 万元，亩均收益 5 万元至
10 万元，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
成为现实。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排在首位的“产
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更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考察时强调
的，要抓紧抓实农业、畜牧业生
产，确保市民的“米袋子”“菜篮

子”货足价稳，确保农民的“钱
袋子”富足殷实。富民产业不一
定非得多么高精尖、多么洋气，
只要适合乡土农情，能给村民带
来稳定的收益，就值得培育和推
广。当然，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必须在品种、品质、品牌和规模上
做文章。

产业兴旺，一方面，应立足区
域独特资源与生态条件，深入实施

“产业优化”战略，加强组织领
导、科学规划布局，强化技术指
导、提高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
应延伸产业链条、畅通销售渠道，
真正走出一条“一域一业”“一村
一品”的富民产业发展路子，让传
统优势产业给农民带来更多实惠。

发展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王文武

这段时间，南京、张家界、郑
州等地新冠肺炎疫情因输入性病例
而强势反弹、散发蔓延。全国疫情
防控形势再次严峻起来，不少地方
成为“高风险区域”，不得不采取
封控措施，切断物理传播路径；一
些城市开始全员核酸检测，全覆
盖、无缝隙筛查，确保应检尽检、
一个不落。对此，作为普通市民，
应与国家和地方的防疫政策同频共
振，做到一“快”一“慢”，共同
抵御新冠肺炎疫情散发蔓延。

先说“快”，应快尽快，能有
多快就多快。一是快报告。应积
极、主动响应地方政府要求，对自
己近期的行程进行报告，尤其是到
过中高风险地区的，要如实报告，
特别是已经确诊或核酸检测呈阳性
的市民，要一五一十报告行程，配
合做好流调，为疫情防控争取主
动。二是快检测。目前，多地已启
动全员核酸筛查，时间紧、任务
重，不管有无到过高风险区域，都
应积极配合、快速行动，早检测一
天就会大大缩短病毒传播的距离。
三是快接种。接种新冠疫苗，是防
范新冠肺炎最有效的方法。按照中
国的人口基数，接种率需要达到
83.3%才能实现群体免疫。每一名
对疫苗无不良反应的公民，应积极
主动接种疫苗，而不是心存侥幸、

等待观望。
再说“慢”，当慢则慢，现在

慢是为了将来快。一是脚步要慢下
来。当前正值暑期，不少家长选择
带孩子外出旅游。同时，很多单位
年中会已开，出差调研变得频繁。
这次疫情确诊病例中，就有不少人
是因为旅游或在出差途中感染。面
对传播速度极快的德尔塔变异株，
我们要慢下步伐，甚至停下脚步，
做到非必要不远行。二是聚会要慢
下来。眼下正值三伏盛夏，约上三
五好友下馆子、侃大山、熬酷暑，
是很多人的选择。可疫情形势诡
谲，应该减少聚会频次，甚至停下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在家吃
饭、在食堂就餐，做到不扎堆、不
聚集。此外，一些线下活动可以暂
停了，或者改为线上举行。三是心
态要慢下来。因为疫情防控的要
求，一些工作会变得迟缓和繁琐，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性，对疫情防控
政策措施多理解、多配合、多尊
重。比如就餐、就医等，等待的时
间会久一点；比如进出小区、超市
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因登记、
查看健康码、测体温等，准入的程
序会多一些。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
赢 。 如 果 每 个 人 都 能 够 做 到 一

“快”一“慢”，积极主动、支持参
与疫情防控，我们就能更快战胜这
拨疫情。

一“快”一“慢”共御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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