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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农
业部副部长余欣荣 22日表示，力争
今年冬小麦面积稳定在 3.38 亿亩，
冬油菜面积稳定在 1亿亩左右。

余欣荣在此间召开的全国秋冬
种工作视频会上说，秋冬种是翌年
农业生产的开始，事关口粮绝对安
全、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持续发展，
必须抓紧抓好抓实。要坚定稳粮增
收的目标不动摇，坚持转方式调结
构的主线，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秋冬
种各项任务，努力为实现今年全年
农业丰收收好官，为明年农业尤其
是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今年秋冬种生产任务十分艰

巨，既要保持面积稳定、奠定丰收基
础，又要优化品种结构、实现提质增
效。”余欣荣表示，要坚持“稳”字为
重、稳定播种面积，重点是推进规模
经营，做到“稳面积”与“调结构”相
兼顾、“保粮”与“稳油”相兼顾、“抓
秋播”与“促冬种”相兼顾。

同时，坚持“提”字为先，提高
播种质量，重点是加快抢收抢播，
确保精细整地到位、适量播种到
位、播后镇压到位。坚持“转”字为
要，实现创新发展，重点抓好节水、
节肥和节药。坚持“抗”字当头，保
障生产安全，就是要抗旱保全苗、
控旺防冻害、关口前移防病虫。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 22 日在全国
中小学生优秀书法作品观摩活动
上表示，各级学校要深化书法教
育，社会各界应支持书法教育，共
同做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

据了解，为深入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5 年初教育部面向全国广大中
小学生开展了“墨香书法展示”活
动。在全国各地层层选赛活动基
础上，共向教育部报送了 2500余件

作品，经组委会评审，最终遴选出
优秀作品 300件作为全国展内容。

活动现场，作品入展学生代表
和书法家代表，以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为主题，进行了现场书
法表演。一些学生和家长纷纷表
示，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瑰宝，广
大青少年要积极参与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活动。

据悉，观摩活动截止日期为 9
月 29 日，期间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广大教师、学生、家长可持身份证、
学生卡等有效证件前往。

台前县供电公司：凌晨突击消缺保电
9 月 13 日凌晨 3 点钟，濮阳台前县供电公司对 110 千伏

台前变电站、35 千伏城关变电站同时开展技改消缺，及时消

除了设备存在的隐患，为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此次检修是由于该公司前段时间通过设备特巡、红外线测温

等方式检查出设备缺陷隐患，为保障秋季供电需要进行设备

消缺处理。为减少对用电客户生产生活的影响，该公司科学

统筹安排停电计划，开展“零点工程”。做到施工不扰民，使

“零点工程”真正成为惠及用电客户的民心工程。 （王伟）

新安县五头粮食管理所国有资产转让二次公告
经批准，新安县五头粮食管理所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在洛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根据《河南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
法》规定，现予二次公告，公告期自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公告期
内接受申购报名。

公告详情见本报2015年8月21日《新安县五头粮食管理所国有资
产转让公告》（洛公交易产权[2015]27号）。当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意向受
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

联系地址：洛阳市洛阳会展中心 A 区 4 楼 422 室
联系电话：0379-69921018
联系人：邱先生 李先生
网址：www.lyggzyjy.cn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9月22日

刘道安﹙1905—1950﹚，男，汉
族，偃师邙岭乡申阳村人。1934
年 3 月，刘道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 年 1 月，刘 道 安 被 国 民
党反动派追捕，转移到北平，考入
东北大学，当选为学生会代表。
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
参 加 者 和 组 织 者 之 一 。 1937 年

“七七事变”后他回到河南，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任中共偃师县
委组织部长，1938 年 2 月至 7 月担
任中共偃师县委书记。1938 年 7
月他调任中共豫东南特委副书记

兼组织部长。1939 年他任陕州地
委书记、豫东地委书记。抗日战
争胜利后，党派他和一批干部到
太岳区工作，担任中共豫西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 1947 年 8 月，他
率中共豫西工委干部，随陈谢部
队南渡黄河，任中共豫西工委书
记，后任中共太岳区地委书记。
1948 年 12 月他任中共郑州市委
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市第一届
职工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市总工会
主席。1950 年他当选为河南省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 9 月
病逝，时年 45 岁。③7

刘道安

白皮书指出，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
位调查显示，夫妻共同决策家庭事务成为趋
势 ，70％ 以 上 的 妇 女 参 与 家 庭 重 大 事 务 决
策。越来越多的妇女能够平等分享家庭资
源，男女共同分担家务的观念得到更多认同，
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由 10 年前的 150 分钟
缩短到 74 分钟。

此外，在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方

面，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将促进性别
平等、家庭和谐、倡导婚姻自由平等作为主要
任务，促进家庭成员的平等发展。一些地方
法规对女职工产假、男职工护理假及津贴作
出明确规定，支持男女平衡工作与家庭、夫妻
共担家庭责任。通过实施“关爱女孩行动”，
改变传统男孩偏好的文化习俗。

（综合新华社电）

冷冻遗体等待“复活”
61 岁的杜虹是知名科幻小说《三体》

的编审之一。据报道，这是我国首例参与
人体冷冻保存以待“复活”的案例。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在读博士魏景亮，是此次人体冷冻手术中
负责联络沟通的主要志愿者。据他介绍，
2015 年 5 月 30 日，杜虹离开人世后不久，
医生即对其遗体注射相关药物，启动冷冻
过程。经过灌注、降温、“玻璃化”的遗体，
被送到位于美国阿尔科基金会总部。头部
被分离保存在零下 196 摄氏度的液氮下，
接受长期护理和保存。等待未来的科技能
解冻头部、再造身体，实现“复活”。

“这次冷冻遗体耗时 1 个多小时。家
属支付费用为 12 万美元，包括头部保存
费用 5 万、手术费 3 万，美方人员食宿经费
4 万美元。”魏景亮告诉记者，根据合同，只
要条件允许，阿尔科公司将无限期保存遗
体，并负责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活过程需要
的费用。

阿尔科基金会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8 月 31 日，基金会有会员 1027
名，保存有 141 具经过冷冻的人体。

只管“冻”不管“活”
据悉，目前世界上提供冷冻人体业务

的机构还不多，且价格高昂。现阶段，这
些机构能操作的只有冷冻和保管步骤，

“复活”尚未被提上议程。魏景亮坦承，至
于以后采取什么方式解冻，现有的机构还
没有考虑。各个机构也没有对未来的“复
活”做出任何承诺。

中国有人参与冷冻遗体的消息传出，
引发了学界乃至社会的关注，探讨质疑声
四起。

“我根本无法想象在零下 196 摄氏度
保存的头部是什么样子。”中华医学会创
伤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神
经外科分会副会长江基尧曾经率先使用

“超深低温技术”治疗脑缺血性疾病，他表
示，相比于其他任何一种细胞，脑神经细
胞尤其“娇嫩”，耐缺血缺氧的时间非常短
暂，在常温下 4 到 6 分钟就会发生不可逆
损伤，难以想象在液氮中保存，更从未有
过复温的探索。“这并不是医学的范畴，而
是一种商业行为。”

“退一万步，即便我们可以使神经细
胞冷冻复苏，神经系统是一个无比复杂的

网络，必须无数个神经元协同作用。”上海
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杨国源说。

至于经过了冷冻复苏后的病人会保
留多少之前的记忆和人格，业内多位专家
表示都还只能臆测。

科学试验如何面对伦理挑战
“我不认识杜虹，但是关注她和家人的

选择，钦佩这种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雨
果奖得主、《三体》作者刘慈欣告诉记者，

“但是我认为，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要
‘复活’冷冻中的人体面临巨大障碍。”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
学部主任沈铭贤研究员表示，目前，我国
法律并没有禁止人体冷冻和长期保存的
规定，但是，这一行为探索打破生命周期，
对医学伦理形成了巨大挑战。

冷冻人体移植脑部“复活”面临着伦
理难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
经外科朱宏伟教授称：人的思维意识主要
由脑部产生，但是身体其他部分，例如心
脏分泌激素，也有自主的节律，能对人脑
产生影响，人脑移植后的新复合体到底是
谁，他的社会属性如何，国内外都没有明
确答案。 （据新华社上海9月22日电）

新华社发

国新办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

女性比男性多做 74 分钟家务
今年冬小麦面积
力争稳定在3.38亿亩

教育部要求

学校要深化书法教育

耗费 12 万美元 零下 196 摄氏度保存

冷冻大脑能否“穿越时空”？
“妈妈，我们未来见。”伴随着女儿的期

盼，患胰腺癌病亡的重庆女作家杜虹的遗体
被冷冻。杜虹期待将来能够通过解冻、移植
等步骤“死而复生”。这一梦想真的能够实现
吗？冷冻人体尤其是人脑，是科学实验还是
商业骗局？现代医学距离科幻还有多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2日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
妇女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
展方面取得的进步。

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
根据白皮书，我国实施女童专项扶助政

策，保障适龄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014
年男女童小学净入学率均为 99.8％，提前实
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女性接受初中及以
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2014
年，初中和高中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
46.7％和 50.0％；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硕士
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 52.1％和
51.6％，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增至
36.9％。

同时，我国设立扫盲教育专项资金，降
低妇女文盲人数，2013 年女性 15 岁及以上
文盲率为 6.7％，比 1995 年降低了 17.4 个百
分点，女性文盲人口比 1995 年减少了 7000
多万。

此外，白皮书指出，我国女性平均受教育
年限提高，性别差距缩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显示，2010 年 6 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
育年限达到 8.4 年，比 10 年前提高了 1.3 年，与
男性的差距比 10 年前缩小 0.2 年。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2010年达77.4岁
白皮书指出，中国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增强疾病防治能力，扩大医疗保
障覆盖人口，不断完善和健全妇幼健康法律政
策和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妇幼卫生保健项目，
提高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妇女健
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根 据 白 皮 书 ，中 国 妇 女 平 均 预 期 寿 命
2010 年达到 77.4 岁，比 2000 年提高 4.1 岁。孕

产妇死亡率大幅降低，由 1990 年的 88.8／10
万下降到 2014 年的 21.7／10 万，提前实现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城乡和地区间孕产妇死
亡率差距进一步缩小，孕产妇死亡率城乡差距
由 2000 年的 2.4 倍缩小为 2014 年的 1.08 倍；
2000 年西部地区孕产妇死亡率是东部地区的
5.4 倍，2014 年缩小到 2.6 倍。中国被世界卫生
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 10 个国家之一。

70％以上妇女参与家庭重大事务决策

情系边疆
助力发展

——全国对口援疆工作综述

2010 年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拉开了新时期对口
援疆工作的新篇章。5 年多来，全
国 19 个省市全方位对口支援新
疆 12 个地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12 个师。截至 2014 年底，援受
双方共组织实施 4906 个援疆项
目，投入资金 536 亿元。

从帕米尔高原到准噶尔盆
地，从塔里木河畔到阿尔泰山下，
一项项民生工程、一批批产业项
目、一处处工业园区或加速规划、
或开工建设、或建成使用，使新疆
各族群众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和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塔城市也门勒乡萨热吾林村，辽宁省省直援疆干部“访
惠聚”工作队医疗人员在为当地农民看病（2015年5月8日摄）。

▶河南省在一轮援疆工作中捐赠新疆哈密28辆价值2000多
万元的新型公交车。图为一辆援疆的新型公交车驶出交付现
场（2015年8月7日摄）。 新华社发

更多内容
请扫一扫

儿童在体验扮演“医生”（9 月 20 日摄）。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一家
儿童职业体验馆，拍摄了这里为 3 到 13 岁儿童提供职业体验的情况。
在 70多个不同的职业体验区，孩子们通过仿真的职业模拟环境和角色
扮演的方式，在“小社会”中认知“大世界”。 新华社发

儿童乐享“职业体验”

CFP供图

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