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不能让同学“放羊”，教育部的实习生被布置了一份作业。
——组织这项工作，就是要尽量利用好1个月的时间，给同学们
提供政治观察的难得机会。

各部委又怎么看？
政治政治
观察观察

——“紫光阁”实习计划的初衷在于让大学生了解体验中央国家
机关运转状况，进而了解国家治理体系。
——提高了中央国家机关在青年学生及社会公众中的透明度。

实习生看到什么？
治理治理
体系体系

责编 孙晨钟 美编 吴卫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内 07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女游客丽江被打”案宣判
17日上午，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

被告人和荣松犯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被
告人杜澄、曹二车龙补、吴原华、赵智、和凌波
犯寻衅滋事罪一案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1日凌晨3
时许，被害人董某某、张某、孙某三人到丽江市
古城区祥和路“宁蒗松果儿烧烤屋”包间内吃烧
烤，被告人和荣松、杜澄、曹二车龙补、吴原华、
赵智、和凌波随后也到该烧烤屋大厅吃烧烤。被
告人一方对被害人一方进行挑衅并对三名被害
人实施了殴打，之后六名被告人逃离现场。

经鉴定，被害人董某某的伤情被评定为轻
伤二级，被害人张某、孙某的伤情被评定为轻
微伤。另外，2016年7月23日凌晨，被告人和荣
松在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吃烧烤时持刀将李
某砍伤后逃离现场，于2016年8月2日到公安
机关投案。经鉴定，被害人李某的伤情评定为
轻伤一级。

被告人和荣松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被
告人杜澄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被告人曹二车龙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被告人吴原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被告人赵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和凌波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被告人当庭表示服从一审判决，不
上诉。 （央视新闻）

女孩鼻子贴胶布
被逐出机舱？
航空公司称女孩刚做完鼻部填充手术
为旅客自身安全安排其下机

近日，有媒体报道，宁波一女孩欲搭乘东
方航空从北京飞往宁波的航班，却因鼻子上贴
了胶布被怀疑整容逐出机舱。

东航发布16日通报称，报道与事实不符，
当天女孩乘机时鼻头裹满纱布，经询问得知该
旅客几天前刚做完鼻部填充手术，且未能提供
可安全乘机的相关医疗证明。高空气压变化对
未愈伤口可能存在影响，机组从旅客自身安全
角度出发，按照规定安排旅客下机。

记者了解到，今年 7 月初，东航曾发布公
告，接受整形手术者须在 15 天后再坐飞机并
出具医疗证明。

“你这个鼻子什么时候做的？”

8月4日，在北京结束旅游的宁波姑娘小
项，准备独自搭乘东方航空 MU51787 航班回
宁波。在她顺利过了安检并登上飞机之后，却
在起飞前被赶下飞机。

据媒体报道，小项回忆称，当天乘务长忽
然问道：“你这个鼻子什么时候做的？”还没等
反应过来时，乘务长告知东航内部有“乘客在
做完整容手术 15 日内不允许坐飞机”的相关
规定，要求小项立刻下飞机。

小项称，她竭力想澄清事实，她说自己不
是整容，可以把胶布撕下来看，但被对方拒绝。
而当时乘务长的态度很明确，除非小项能拿出
有效的诊断证明书证明其鼻子适宜乘机，不然
就必须下飞机。最终，小项还是被乘务长和地
勤劝下飞机，不得已改签当天其他航空公司的
航班飞回了宁波。

“气压变化可能影响未愈伤口”

记者了解到，7月3日，东航官网发布《出
行提示：关于明确近期接受过整容整形手术旅
客乘机要求的通知》。

通知称，如果在近期做过整容、整形或其
他医疗美容手术，由于空中旅行压力要比地面
大，即使机舱内调整了压力，但还是会有压力
差，容易引起血压波动，导致伤口裂开、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会增加术后病症发生的风险。
为了飞行安全，请旅客在术后 15 天再乘坐飞
机，并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出具适宜乘机的医疗
证明以及证明手术日期的病历。

16日中午，东航发布通报称，已经关注到
宁波姑娘因鼻子贴胶布被强行劝下飞机的文
章，经调查了解，此报道与事实不符。

通报称，8月4日东航北京至宁波航班上，
旅客在登机过程中，乘务人员发现一旅客整个
鼻部包裹纱布，经询问得知该旅客几天前刚做
完鼻部填充手术，且未能提供可安全乘机的相
关医疗证明。高空气压变化对未愈伤口可能存
在影响，机组从旅客自身安全角度出发，按照
规定安排旅客下机。 （北京青年报）

大理被叫停餐饮客栈
符合条件可申请恢复营业

记者17日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
护治理“七大行动”指挥部获悉，大理市洱海流
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经营户，若法
定必备证照齐全且房屋建设合法，可提交恢复
营业申请。

今年 3 月 31 日，大理市人民政府发布了
《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
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的通告》，对洱海流域水
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等服务业开展整
治。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共叫停核心区餐饮客
栈经营户1900户。

随后，大理市成立了4个工作组对停业经
营户开展了拉网式现场核查，目前现场核查工
作已全部完成，按照《通告》中分类处置的要
求，于8月14日向法定必备证照齐全的餐饮客
栈经营户下发了《大理市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
区核心区餐饮客栈经营户复核结果告知书》。

据新华社

在国家部委工作是一种什么体验？大
学生们没有机会深度接触国家部委，因而
觉得格外神秘。

“真是机会难得！”吴晋是兰州大学中
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最近他在国家
林业局宣传办新闻处实习。吴晋每天早上
不到8点就到办公室，尽管没人要求打扫卫
生，他还是会趁着人少时迅速完成。他觉得

这是一种态度和意识。
对于西部的大学生来说，找实习岗位算是

“痛点”——西部企业不如东部发达地区多，进
入当地政府部门实习也没有渠道。因此，吴晋
格外珍惜这个机会，他觉得这次实习不仅是个
人行为，也代表兰州大学的形象。

“一屋子不同层级的机关干部，从早上
8点开始在会议室里，把文本投在屏幕上，

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大家不拘束，有时走来
走去，想到好的点子时会高兴得手舞足
蹈。”在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实习的葛夕
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葛夕琳认为，这次实习消弭了自己对
公务员群体的误会。

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主任王兰认
为，“紫光阁”实习计划提高了中央国家机

关在青年学生及社会公众中的透明度，也
为大学生搭建起高校通向社会的桥梁，将
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大学生综
合能力素质。

团中央学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紫光
阁”实习计划的初衷在于让大学生了解体
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状况，进而了解国家
治理体系。

“超大炸药包”
也是造价近4亿的“兄弟”

“左发失火，左发失火……”机上提示
音响着，通过无线电，塔台指挥员、该团副
团长卢朝辉都听到了。

时速接近400公里的飞机，此时在不足
百米的低空，留给袁伟的反应时间更短，“感
觉特别无助”。他只能死死踩着右方向舵。

“保持好状态，改平坡度。”卢朝辉的声音
很快通过无线电传给袁伟，他平静了一些。

跳伞手柄就在手边，但他没有跳，因为
他发现情况没有糟到失控的地步。

袁伟关闭左侧发动机，作出了本能反
应，开始右转，避开左侧山峰。

相当于坐在点燃引信的“超大炸药包”
上，袁伟的右转给了地面所有人信号：他选
择与“飞鲨”同进退。

他要拯救这个造价近4亿元的“兄弟”。

转身避开市区
那里有近百万人口

“极限迎角，极限过载……”语音提醒有
了新内容。当时只剩一台发动机的飞机由于
动力不足，速度开始下降，高度也在下降。

“飞鲨”掠过村庄、河流。

“要提升高度，只能开右发动机的加
力。但此时谁也不知道右发有没有受损，贸
然启动可能造成动力尽失。”身在塔台的卢
朝辉纠结起来。

此时，目睹他撞鸟的僚机飞行员艾群
跟了上来，为他开了“后眼”。

“右发未见明显损伤，无起火拉烟。”艾
群冷静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中，让袁伟心
里一松，他恢复了冷静。

“检查右发温度状态，开加力。”在艾群报
告传来后，卢朝辉通过指挥系统发出指令。

左发火苗又冒出，带出的尾烟阴魂不
散地跟着袁伟，而他的战友跟在尾烟后面。

几分钟内，指挥塔台做出了一套航程
最短、航时最短的安全着陆方案，但在这条
航线的延长线上是市区，那里有近百万人
口，以及最高的着陆成功机会。

但袁伟提前扭转了机身，避开市区，向
右飞去。

起落架放不下
村庄附近就是机场候机大厅

“左发失火，左发失火……”提示音继
续叫着。

“起落架无法放下。”村庄附近就是机
场候机大厅，袁伟为了避开它们准备提前

着陆，但突然发现了这个火烧眉毛的问题。
袁伟此时仍有机会跳伞，并能操纵飞

机避开人群，但他仍紧踩右方向舵以保持
平衡。

“左发失火，左发失火……”冷酷的提
示声不愿停歇。塔台的卢朝辉和僚机上的
艾群都能听到这告警声。紧盯袁伟向塔台
汇报情况的艾群被这声音烦透了。

而此时的袁伟早恢复了惯常的“冷
脸”，惊慌被扔出机外。“这就跟看恐怖片一
样，一个人看害怕，我们3个一起看就不怕
了。”艾群事后总结。

“调转航向，由南向北，对头着陆。”综
合各方信息，卢朝辉发出一连串指令。

全力踩满刹车
海军最年轻特级飞行员落地

300米、100米、50米……飞机高度越来
越低，袁伟收油门、拉杆，努力把飞机改平，
减少接地瞬间的撞击力。

“哧”地一声，飞机机轮先后接地。他使
尽全身力气踩满刹车，尽力保持方向。结
果，这名海军目前最年轻的特级飞行员操
纵战机沿着跑道中线稳稳地滑行起来。

飞机落地后，由于速度减小，尾部又出
现火苗，停稳后，火势逐渐增大，爆炸的风

险随时可能发生。袁伟迅速解开安全带，抓
着机舱边缘从飞机左侧跳了下来——这是
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

他落地时没站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后来肿了好几天，战友们见到他就问：“你
屁股好了没？”

消防员向着火部位喷射干粉灭火剂和
水，该团一名机械师在飞机附近急得上蹿
下跳，向消防车大喊，“喷左发，别喷右发！”

恐惧代替冷静包围了袁伟：这么多战
友围过去，已经撞鸟失火近 12 分钟的“飞
鲨”会不会突然爆炸，“那岂不是带回来了
灾难？”过去快1个月后，话不多的他说到这
件事还会红眼眶。

在救护车上，他的心跳开始加快，达到
了每分钟120次，而人的正常心跳不超过每
分钟100次。

最终，机务大队和消防官兵用12分钟
将飞机降温，扑灭全部暗火。后来，有些人
住了四五天医院。

鸽子、燕子、麻雀、海鸥等鸟类被列入
了该团的重点研究对象，他们“提高了对鸟
类危害性的认识”，还请了专家，尝试制订
更高效的驱鸟办法。

撞鸟事件没过去几天，袁伟又驾驶着
“飞鲨”出任务去了，只不过这次，他和战友
们多了一分对鸟的关注。 （中国青年报）

“紫光阁”实习计划
216名大学生走进中央国家机关

实习生来国家部委实习，融入是不是
存在问题？

国家发改委直属机关团委负责人杨涛
说：“国家发改委为了保证这次实习取得预期
效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党组领导亲自审定
了工作方案，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文步
高直接给予指导并帮助协调。发改委可以提
供很好的实习平台，但好事要办好，既要让实
习生有存在感，又要确保组织工作零差错。”

国家发改委这次有11名学生来实习，
机关团委先到相关部门统计需求，再根据
同学们的专业进行分配，确保供需平衡。从

办饭卡和出入证到岗前培训，杨涛必须确
保每个环节无缝对接。机关团委还建立了

“导师制”，给每个同学都配上一名经验丰
富的干部，帮着他们把把关，上上“私教”
课，促进学生成长。

看似过程繁琐，但是程序规范了，让接
收实习生的部门用人更加放心，学生也能
在短时间内快速融入。

团中央学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4 年
间，“紫光阁”实习计划从北京5所高校扩展
到全国 59 所高校，参与的部委从 5 家增加
到现在的32家。规模大了，制度设计也越来

越精细了。“我们会采用对简历一份一份筛
选的方式，根据同学的专业和经历，尽可能
把学生安排到最对口的部委，仅这一项工
作量就非常大。”

除了“紫光阁”实习计划统一安排的8
名同学外，教育部直属机关团委还组织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 42 名同学到直属机关实
习。教育部直属机关团委书记郇述涛说，实
习不能让同学“放羊”。

为确保实习取得实效，教育部直属机
关团委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份作业：参与一
次支部共建活动、结交一位机关青年朋友、

采访一位机关青年榜样、撰写一篇青年观
察日记、提交一份实习心得体会。工作之
余，还组织机关青年干部与实习学生座谈，
请著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金正昆为实习学生讲授礼仪。

在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办公室工作的方
振南认为，组织这项工作，就是要尽量利用好
1个月的时间，给同学们提供政治观察的难得
机会，特别是要让体验式的学习落到实处。

团中央学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将进一步做深做实“紫光阁”实习计划。

（中国青年报）

在暑期，找一份靠谱的实习是很多大学生的愿望。今年夏天，来自全国59所高校的216名大学生实现
了这个愿望，而且实现得有点让人“眼红”——在“高大上”的国家部委进行一个月的政务实习。

他们能有这样的实习机会，正是得益于中央国家机关大学生（“紫光阁”）实习计划，这个项目由中央
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主办，今年已是第四年。

融入是不是存在问题？
发改委党组领导亲自审定工作方案

在国家部委看到什么？
“想到好的点子时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歼歼--1515撞鸽群撞鸽群
带带““火火””着陆着陆

夏季的一天，海军某舰载战
斗机团飞行二大队副大队长袁伟
检查设备后关闭座舱，他驾驶着
歼－15舰载战斗机冲向蓝天。

突然，正在直线爬升的战机
撞上一大片黑影，飞机像打航炮
一样“咚咚咚”地震颤起来，此时
距离起飞不到1分钟。

“嘭”地一声，机身一震，发动
机转速骤然下降。

绰号“飞鲨”的歼-15战机飞
歪了，陡然向右倾斜。“我撞鸟
了！”他向地面的塔台报告。

那片黑影竟是上百只鸽子，
有鸽子卷入发动机，一团火球从
左侧发动机尾喷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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