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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丽君

“北斗+交通运输”“北斗+农林牧

渔”“北斗+电力能源”……9 月 16 日，首

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在长沙举

行，各种基于北斗技术开发的应用系统

汇聚一堂，引发人们对北斗产业未来发

展的无限遐想。

“北斗信号远在天边几万公里，但

北斗应用就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北

斗应用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蓬勃生

长。《2021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

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

产值达 4033 亿元，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 万人。这一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既

反映了市场对北斗技术的强烈需求，也

显示出北斗技术成果转化蕴藏的巨大

潜能。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说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发展的重点在于

“天上建好”，那么随着全球系统组网完

成，现在理应着眼于从“建”到“用”的跨

越，真正实现“地上用好”。27 年间，“北

斗”从纤纤嫩芽成长为参天巨树，此次

即将在长沙召开的首届北斗规模应用

国际峰会，以“规模应用”为关键词，正

是为了繁荣北斗生态，进一步拓展行业

应用和大众应用的市场空间，让“北斗

之树”更加枝繁叶茂。

“在应用中发展，在发展中应用”，

是将科研成果做成强势产业的必由之

路。当前，北斗应用已深入融合到交通

运输、电力、农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发

展之中，但坦率而言，仍存在知名度不

高、大众应用不广的问题。无论是应对

国际上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竞争的现实

挑战，还是出于对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

的长远考虑，都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内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全面推动北斗规模

化，以不断拓宽的应用场景，促进产业

发展。率先形成有强大影响、有鲜明特

色 的 完 整 产 业 生 态 链 ，方 能“ 弯 道 超

车”，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后发优势，实

现良性循环发展。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近年来，

作为北斗创新应用示范区，湖南高度重

视北斗产业的应用推广，从密集出台

《湖南卫星应用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等政策文件，到成功举办第 7 届中

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等重大活动；从确

立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城市建设、灾害

监测预警与指挥调度等北斗规模化应

用十大工程，到打造“北斗+”千亿产业

集群，全面推进北斗应用的氛围日益浓

厚，澎湃的新动能呼之欲出。

厚积而薄发，乘势而有为。当前，

AI、5G、物联网、大数据等业态呈现出

磅礴之势，北斗产业正迎来难得的历史

机遇。借助此次峰会的举办，湖南进一

步发挥北斗领域基础优势，加快构建创

新引领的产业生态，全面推动产业升级

发展，定能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蓄势赋能。

毛建国

秋招季来临，第一批“00 后”即将

加入求职队伍。一份面向全国各地大学

生的就业调查显示，在各个行业中，互

联网行业最受欢迎，64.33%的大学生希

望毕业后能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其中

近八成工科生将其作为自己的求职目

标。调查显示，“00 后”对自己进入职场

后的薪资比较乐观，超过 20%的大学生

预期自己毕业后月薪过万，其中 8.20%

男生和 3.25%女生预期自己会进“5 万

元俱乐部”。此外，67.65%大学生评估自

己毕业 10年内会年入百万。

年薪百万，这届大学生为何很敢想？

刚毕业的学生，确实有不少人拿到了年薪

百万。比如，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开出

的薪水就以百万起步。去年，华中科大的

一个博士，就拿到了华为201万元的顶薪。

这届大学生对于年薪百万的憧憬，实际上

是对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热切期盼。近年

来，阿里、腾讯、拼多多等互联网企业高速

发展，确实孕育了一批毕业十年、年薪百

万的人才精英。但必须看到的是，任何行

业都面临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能够拿到

如此高薪者，毕竟凤毛麟角。

“百万年薪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不要小看了这种职业预期，它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00 后”的价值观、就

业观和消费观。不必讳言，这种感觉的

形成，与影视剧乃至短视频的兴起有很

大关系。有人感慨，现在的影视剧，传递

的基本都是高收入、高消费，各种各样

的“霸道总裁”“职场精英”“富豪二代”，

似乎就是生活的常态……年轻人有梦

想是好事，但千万别是一种坐而论道的

幻想，停留在对影视剧的憧憬中，把戏

说当成了真实的人生。

易卜生曾说过，“你最大的责任就是

把你这块材料铸成器。”毕业后，从学校

走向职场，很多年轻人都面临一个角色

转换的适应过程。比之梦想年薪百万，更

重要的或许是脚踏实地的奋斗，成为更

好的自己。因为当你真的具备了这种能

力，一切也就水到渠成。而就算你不能年

薪百万，至少你已经超越了从前的自己。

王文武

9 月 13 日下午，众多参加全运会的

国乒选手从各省市抵达西安，其中包括

本次东京奥运会的男乒亚军樊振东。此

前，他从广州出发时有不少粉丝前去机

场送机。13日晚，樊振东通过球迷会发布

微博表示，由于粉丝的热情，使得现场持

续出现了很不得体的拥挤、身体接触等，

对樊振东本人以及机场工作人员、群众

增加了许多不便。樊振东特意强调：“请

现场的大家注意保持秩序、遵守防疫规

定”“恳请球迷们允许我做个普通人。”

在“国手”里，樊振东被誉为“流量

担当”，自然受人欢迎、粉丝拥趸。然而，

一些粉丝套用“饭圈文化”来追体育明

星，实在是大错特错。诚如樊振东所言，

赛场内，他是专业运动员；赛场外，他是

个普通人。追体育明星不是簇拥着接送

机、上蹿下跳地跟踪跟拍，最正确的打

开方式是学习他们赛场内外的拼搏进

取精神，以他们为榜样，将体育精神、榜

样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不负韶华、立德立行，

努力实现自身价值。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

个在赛场上摘金夺银、迎来高光的运动

员，都不是靠“花拳绣腿”。谈起女排精

神，郎平曾说：“我觉得不是靠讲故事或

者什么心灵鸡汤能解决的，关键还是从

平时的训练中就严格要求。”通常，运动

员年纪轻轻就已伤痕累累。不独樊振

东，参加本次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几乎

都有伤，他们或是手足、或是肩膀都贴

有绷带。除了训练受伤，运动员还要面

对赛场上的“飞来横祸”。他们所经历的

训练和艰辛，远非常人能想象，我们更

应该关注他们高光时刻背后的努力。

追体育明星本身没错，但是如果拿

“饭圈”那套追体育明星，是对体育健儿的

不尊重，也显得自己苍白盲目。我们向体

育健儿、奥运冠军学习，就要学他们始终

拼搏向上的精神状态、始终对专业素养的

执着追求、始终对自身能力的坚决铸造。

孔德淇

粉红的“樱花泡面”、紫色的“星空葡

萄果茶”、淡蓝的“蓝椰拿铁”、绿色的“泰

式柠檬茶”……近年来，色彩逐渐成为食

品商家的销售卖点。不过，有些颜色鲜艳

的食品来源可能也不那么健康。近日，在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次抽检中，

一些茶饮门店热销的“泰式柠檬茶”被检

测出违规加入合成色素日落黄。

以色彩作为营销手段，本身并无

错；但剑走偏锋就另当别论了。高颜值

的外表，不一定就代表健康安全。合成

色素对于人体来说是外来物，部分还含

有砷、铅、铜、苯酚、苯胺、乙醚、氯化物

和硫酸盐等危害人体健康的成分。据媒

体报道，江苏一位消费者也反映，前不

久购买了一款蓝色的“网红生日蛋糕”

后，皮肤、舌头、桌布等被染上了大片蓝

色，用水清洗也无法洗掉。疑似商家为

了色泽好看诱人，在产品中非法添加合

成色素。食品安全无小事，攸关消费者

健康，“五光十色”的食品不能处于监管

的真空地带。

对商家而言，在进军“色彩营销”的

过程中，可选用一些从动植物、微生物

中提取的天然色素，但不宜一味迎合消

费者思维与行为，滥用合成色素等添加

剂，否则丢的不仅是自家信誉，还有消

费者脆弱的信任。早在 2011 年，我国修

订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即已规定食品中合成色素可使用的种

类、最大使用量、纯色素含量，以保证其

使用不危害人体健康。标准早就定在那

里，网红食品行业只有自觉遵守规则，

才可能长红。

捍卫“舌尖上的安全”，也得靠消费

者自己的努力。消费者在购买这些色彩

艳丽的食品时，不要盲目追求“样子好

看”“图个新鲜”。如对色素存有疑虑，可

以在尝试颜色新奇的食物时，参考包装

上的成分表，尽可能选择使用天然色素

的产品。如一位专家所言，“一些接近自

然色调的食品虽然在视觉上没有很大

的冲击力，但在口味儿上并没有什么影

响。”只有消费者把食品安全摆在好看

前面，才会促使更多商家形成自觉，减

少色彩营销的冲动。

“双减”后，体育老师“火”了
开学伊始，上海复旦附小四年级学生家长的一段聊天截屏在家长们

的朋友圈“火”了。“家长会上，体育老师开口第一句就是‘我从教 20 年，第

一次有机会参加家长会’”，家长在聊天记录里调侃说。

前述聊天记录之所以会在家长圈里被调侃，是因为上海几乎所有小

学都在新学期按照市教委要求实现了“每天都有体育课”。“双减”之下，

体育老师“火”了，正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回归。 文/图 王铎

让北斗“天上好用 地上用好” 别拿“饭圈”那套追体育明星

梦想年薪百万，不如成为更好的自己

食品色彩营销，
重颜值还要重安全

新闻 漫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阳乐

通讯员 沙丽娜 肖星南

9 月 14 日下午，湘雅二医院援张家界抗疫医疗队

142 名队员凯旋。这支接管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东院

的医疗队，1 个多月以来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义

无反顾、日夜奋战，圆满完成了患者“零事故、零感染、

零死亡”的工作目标。

7 月 28 日以来，面对省内发生新一轮疫情，湘雅

二医院累计派出 12 批次 192 人，先后参与湖南各市州

尤其是张家界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在统一指挥下开展

核酸检测、重症救护、心理疏导、院感防控等工作，交

出了一份饱含心血和汗水的成绩单。截至 9 月 11 日，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东院共收治 76 名新型冠状肺炎确

诊患者，现在院患者 49 名，累计出院 27 人，危重型及

重型患者全部清零。

一边是张家界人民的依依惜别，他们用掌声、泪

水表达着对英雄的感谢；一边是同事、亲人的热情相

迎，他们用鲜花、拥抱诉说着酝酿已久的思念……去

时无畏，归来无恙，英雄们，回家了。

谁言归程疾？载不动，这多情

9 月 14 日早晨，张家界市民广场上，“风雨一道，

明月一乡”“幸而有你，山河无恙”“山水有情，云开疫

散”“最美的鲜花、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最可爱的人”等

一条条横幅标语格外醒目。

上午 9 时 50 分，在热烈的掌声中，载着 142 名援

张家界抗疫医护人员的大巴车在交警的全程护送下

缓缓驶离广场，踏上了回家的路。

“张家界人民今天的送行场面出乎我们意料！从

市民广场到高速路口沿途十公里都有市民朋友整齐

列队，着实令人感动!”湘雅二医院精神科谌红献教授

说，看到路桥两侧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男女老少都

有，车上的志愿者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感染科护士长贺毓彪坐在大巴上收到了 5 岁患

者小月月（化名）的母亲发来的微信：“祝你们一路平

安，早点到家和家人团聚。谢谢你们对小月月的照

顾。”

小月月刚入院时，总是双手抱着膝盖望着窗外发

呆，一脸紧张和落寞。“除了给予治疗，还要给予爱。”

护理部主任李亚敏说，他们每天都会去看望小月月，

带着小月月参加关爱患者心灵健康的“心灵港湾”活

动，并为小月月过了 5 岁生日。“明显感觉到她逐渐开

朗起来，每次查房她就会跟过来，像我们可爱的‘小尾

巴’。”李亚敏笑着回忆。

感染科护士许兰指着自己的行李箱告诉记者，里

面装满了她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工作证、患者们写

的感谢信和感恩卡，“这些都是我的珍贵记忆，我都带

回来了。”

湘雅二医院援张家界抗疫医疗队前线总指挥、院

长黎志宏说，在张家界支援工作期间，他们与张家界

市人民医院约定要“常联系、多合作”，两地在艰苦卓

绝的战“疫”中所建立的感情不会因医疗队的离开而

中断。9 月 13 日下午，湘雅二医院还与张家界市人民

医院签订了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的下沉和跨区域合作，为当地留下“不会离开的医疗

队”。

“欢迎英雄们回家！”

当日下午 2时许，湘雅二医院科技楼前坪已站满了

迎接队伍，大家举着“致敬最美逆行者”“你平安，我心安”

“今日班师，载誉而归”等花式欢迎牌，激动地张望着。“回

来了，回来了！”3时左右，大巴徐徐驶入，人们自发地喊着

“欢迎英雄们回家！”掌声、欢呼声瞬间包围现场。

该院党委书记罗爱静动情地说，感谢医院的英雄

儿女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谱写了一首首英

雄的赞歌，描绘了一幅幅英雄的图画。大家迎着困难，

逆行而上，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罗爱静介绍，湘雅二医院援张家界抗疫医疗队成

立了临时党总支，下设 7 个临时党支部，让党组织的

基层堡垒作用充分发挥，产生了良好的抗疫向心力，

也让所有的分别和坚守都最终奔向了团圆。

儿科护士长刘平的家属带着 3 岁的儿子小羽来

接妈妈。看到阔别已久的妈妈，小羽开心地给刘平送

上亲吻，然后母子俩紧紧搂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刘平告诉记者：“我与孩子一个多月没见面了，特别想

他，希望他能明白妈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们真是好样的！”重症医学科的朱稚敏听到了

同事们的肯定后，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没几秒又赶紧

抚平了情绪，说：“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做了应该做

的而已。”她告诉记者，当时去支援张家界时，啥也没

多想，“那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了。”

回顾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湘雅二医院与张家界

市人民医院联合医疗队医务部主任陶澄认为：“为每

一位患者量身定制及实施个性化诊疗方案，精细化管

理，多学科救治，这是取胜的关键。”

“面对疫情，我们从来不怕。因为面前是百姓健

康，身后是同事、亲人和社会的支持。”李亚敏说。

迎接仪式结束后，湘雅二医院援张家界抗疫医疗队

全体队员合影留念。他们高喊着，“疫散花开，我们回家

了！”并手举鲜花和国旗挥舞，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疫散花开，我们回家了！”
——湘雅二医院援张家界抗疫医疗队回长见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14

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欧阳柳）9

月 13 日，海南陵水海洋欢乐世界，由株

洲中车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蓝海豚”投入运营。该车集观赏和

交通两大功能于一体，是湖南旅游交通

创新发展又一创造性成果，也是全国首

列浅海单轨观光旅游列车。

列车全电力驱动，绿色低碳环保，

乘坐舒适安全。外观为蓝黄双色，不仅

与大海、蓝天交相辉映，还迎合海洋欢

乐世界整体设计风格。侧窗全观景玻璃

结构，通透敞亮，观赏性极佳。通过架设

距离海面 6 至 7 米的高架铁路桥，列车

运行时宛如一条在海边漫游的“蓝海

豚”。

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位于海南陵水

黎族自治县黎安港，是一个以海洋主题

公园为核心的大型旅游综合区，也是亚

洲水体总量最大的海洋场馆。该列车的

运营让游客感受海边低空“飞行”愉悦，

领略不一样的海滨风情。

株洲中车特装公司是中车旗下唯

一的一家专业化旅游交通系统研制企

业，已在全国建成 42 个旅游交通观光

系统。

全国首列
浅海单轨观光旅游列车运营

株洲中车特装公司自主研发，集观赏和交通于一体

丹青画出是东湖
9月 14日，湖南华容东湖国家湿地生态公园，水天一色美如画。近年，华容县确

立以守护绿色生态、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绿色旅游为核心的发展思路，做好大湖禁

投、生活污水治理、生态种养和日常巡查等工作，推动东湖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典波 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田锐

9 月 14 日 9 时 30 分许，张家界市人民广场，简短

的欢送仪式后，警车和摩托护卫队护送，209 名勇敢逆

行支援张家界抗击新冠疫情的医务人员分乘 8 辆大

巴车，缓缓驶离，告别这座奋战了 40多天的城市。

7 月末，疫情突袭，张家界告急。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省人民医院，以及长沙、

株洲、湘潭、常德、益阳、怀化、郴州、湘西州等市州

1345 名医务人员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将张家界 170

万人民的安危扛在肩上。

“张家界人民将永远铭记，张家界也是所有援张

医务人员的第二故乡！”启程前，张家界市委书记刘革

安代表全市人民致以最高的敬意。

“ 人 间 大 爱 ，感 恩 有 你 ”“ 幸 而 有 你 ，山 河 无

恙”……车辆所过之处，一幅幅标语寄托深情，一声声

道谢饱含厚谊。

曾与“逆行者”奋战在一个战壕里的医生田明鑫，

前来送行。“今天，张家界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你

们。”田明鑫说，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中国力

量和医者精神。

曾在隔离点与他们天天有交集的市民罗琦，前来

送行。“从此以后，你们和张家界，就是过命的交情。”

在东门桥边，罗琦一边挥舞国旗，一边用手机记录“亲

人们”离别的视频。

曾奔走在街头负责抗疫物资保障的志愿者刘志

奇，前来送行。“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在东门桥边，他

和另外 5 名志愿者高高举起横幅：“谢谢你们在这个

夏天，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沿途送行的男女老少，来自各行各业。车辆所过

之处，他们挥舞双手，致以崇高敬意。隔着玻璃窗，医

务人员一路向张家界人民挥手告别。

“武汉之后，再次泪目。”曾支援武汉抗疫的“逆行

者”汪健健，看着一路上一张张素未谋面却又热情洋

溢的面孔潸然泪下，“为英雄的人民拼命，是我的职

责，也是荣耀！”

“为‘国际张’焕发生机活力感到无比高兴，对张家

界人民英勇坚韧的精神无比感佩。”湘雅二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黎志宏说，在这座城市，深刻感受到了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深刻感受到了团结互助、共渡

难关的民族精神，深刻感受到了关心关爱的温度、温暖

和温馨，为伟大的祖国骄傲，为湖南和张家界人民自豪！

209名援张医务人员返回，市民夹道欢送——

“张家界人民将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