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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好买”更要“好开”

金牌怎么可能不重要？

中岳观察

当菲尔普斯的个人奥运游

泳金牌数量，在里约奥运会达到

史无前例的 21枚后，世界对中医

的喜欢，也将跃上新高度。光着

膀子在泳池里欢腾的菲尔普斯，用前胸后背的暗红

色拔火罐圈圈，表达着对中医的喜欢。

爱上拔火罐的，还有菲尔普斯的美国奥运队友，

美国男子体操队集体拔火罐，女子游泳队员考夫琳

把拔火罐的照片上传网络，并且配上了很趣怪的文

字说明，“笑是因为超级疼，要留下印子了。”在里约

奥运转播的电视镜头里，暗红色圈圈在身的外国运

动员频频出现，让人隐约有些散步中国城市街头的

穿越感。

里约奥运流行拔火罐，不知道方舟子等一直坚

称中医是伪科学的科学达人们，对此事持何看法。

如今中医在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受欢迎，再言之凿

凿地讲中医是伪科学，如同李宗盛所唱，“旧爱的誓

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

光”，纯属找抽式的自虐。“中国手艺红遍全球”，有

人能从拔火罐的风行里约，得出如此高大上的结论，

并非标题党般的矫情，而是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这句至理名言的再次领悟。在蚊子传播塞班病毒的

巴西，一顶中国蚊帐能卖出 400美元且销售火爆，以

至于让段子手们说，“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我要到

巴西卖蚊帐”，就在于中国手艺的蚊帐被事实证明是

避蚊神器。

在“上帝之城”里约，拔火罐和蚊帐不用抢就能

上头条，从而给奥运会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平添不

少中国文化的韵味，也给中国手艺打开了闯荡世界

的新界面。8 （丁新伟）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8 月 10 日，来自全国乘用车市

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显示，2016 年

1 月至 7 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累计

销 量 约 15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40%。

其中纯电动车销量约 10 万辆，同

比增长 184%；插电混动销量约 5 万

辆，同比增长 82%。这无疑是一组

令很多行业都羡慕嫉妒恨的数字，

如此增速，说是飞速发展一点都不

为过。

节约燃油能源、减少废气排放、

经济实惠、效率高、噪声低等等，这

是社会对新能源汽车的普遍认知。

在大力度的补贴政策之下，国内各

大车企纷纷将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

发展的主要方向，甚至寄望借助这

一历史性的“拐点”实现对跨国汽车

公司的“弯道超车”。前几天刚刚发

布的《新能源汽车蓝皮书》显示，截

至 2015 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累计已达 49.7 万辆，成为全球保有

量最大的国家。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将新能源汽车视为

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电动

汽车示范运营城市、建设特色产业

园区等，可谓不遗余力。截至 2015

年底，全省已有宇通客车、郑州日

产、海马轿车、新乡新能公司等众多

企业具有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

2015 年，全省新能源整车制造完成

约 2.5万辆，约占全国新能源汽车产

量 9%，其中，新能源客车产量约占

全国 34%。

新能源汽车产业如火如荼，但

新能源汽车却是“好买不好开”，究

其原因，除了技术、补贴等因素，配

套设施不完善是首要原因，尤其是

充电桩的配套。正如专家所说，目

前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规模还不

大，充电设施的利用率不高，不少城

市的公用充电桩布局不合理，充电

不方便、充电桩的建设滞后成为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拦路虎”。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年底，我

国公共充电桩数量仅有 4.9万个，车

桩比约 8∶1，在北京甚至出现新能

源汽车大量弃号的尴尬。很多地方

在新能源汽车生产环节用力颇深，

甚至在购买环节也出台了很多补贴

政策，却未在日常用车环节给予足

够的重视。但是，如果“下游”用车

环节的难题不解决，“上游”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又如何可持续发展？破

解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瓶颈”，充电

桩建设是个突破口，可以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在政策上引导龙头企业

加快充电桩布点；可以降低安装门

槛，提倡在市区公共场所安装充电

桩；可以简化审批手续，方便市民在

车位上安装充电桩……

新能源有新优势，发挥新优势

则需要新作为。国家发改委印发的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要求，2020 年规划建

设集中充换电站 1.2万座，车桩比达

到 1∶1 左右。我省在 6 月份也发布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提 出

2016 年全省要建成城市充换电站

15座，公共充电桩 8000个。到 2020

年，建成满足 35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

需求的充电桩。新事物一旦有了关

键性新突破，也就必将带来更加美

好的新生活。8

□刘婵

里约奥运会赛事正酣，中国代表

团经历了“首日无金”的阵痛后，这几

天捷报频传，稳居奖牌榜第二位，金

牌数与美国相差无几甚至持平。

不难看到，金牌越来越不是大

家评判奥运、评判运动员的唯一尺

度，这是社会心态一大进步，是对前

些年“金牌至上”观念的一种纠偏。

但需要提醒的是，反对“金牌至上”

不意味着反金牌，“唯金牌论”不对，

“去金牌化”更不对。

1959年，当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

赛上力克匈牙利老将西多，成为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时，民众沸腾

了，我们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

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金牌不

仅仅是自豪、是激励，更是民族精神和

国家面貌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展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名列金牌榜第

一，这一成绩伴随着中国人民族自豪

感的高涨，成为中国举办全球最有声

望体育赛事的“百年梦想”的高潮。

时至今日，我们的心态越来越

成熟，越来越懂得欣赏比赛，能坦然

地为对手鼓掌，凸显的是大国的自

信和包容。中国，不再需要用金牌

来证明国力强大，但从容调控民族

情感，并不代表可以剥离竞技体育

的天然内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

是好士兵”，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夺

取金牌，是对自己多年努力的最好

回报。一个有问鼎冠军实力的运动

员，错失金牌的沮丧，夺得金牌的狂

放，都是真性情，都不违体育精神。

实际上，所有奥运参赛国家和运动

员，争夺金牌时都毫不手软，我们应

该反对的不是金牌，而是为了获得

金牌而违背公平竞赛的不正当攫

取，比如各种服用兴奋剂、裁判不公

等潜规则丑闻。

现在舆论层面对金牌已经越发

释然，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不求胜负”、“不以金牌论英雄”，听

上去很超凡脱俗，实则与“更快、更

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背道而驰

——奥运会本就是全球最顶尖竞技

选手的较量，不争强好胜，何必来奥

运会，自己去公园里玩玩就好了。谁

都不愿意奥运会和体育变得过于复

杂，但非黑即白的舆论环境，看似简

单，其实将事件的观察变得更加复

杂。也许真正热爱体育的人，都在畅

享精彩赛事，无暇上网喷来喷去吧。

奥运金牌仍然重要，因为它不

仅凝聚了民族精神、激发了全民健

身的热情，也使我们在享受竞技体

育的同时，引发更多的思考。比如，

我们的运动员培养体系不能扭曲，

不能把资金、资源、注意力统统投入

到只产生金牌的项目；国家的体育

战略不能唯金牌是举，中国在奥运

赛场早就是“金牌大国”，但离真正

的体育强国还有距离。2

最近，“拆二代”这个词火了起来。根据网上的

说法：“拆二代”多数在上世纪 80年代后出生于城市

近郊，由于拆迁补偿一夜暴富，他们经常以负面形

象示人。然而，近期团海淀区委与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拆二代”可能有着“另一

副面孔”。（据8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在财富与权力中成长起来的人不一定骄奢淫

逸，而从小面对挫折与贫困未必就奋发有为。不论

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一个人会怎样、能怎样，

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努力和社会阶层流动通道是

否畅通，而非家庭背景高低。只要保障了法治的健

全和社会的公平，就没必要担心“二代”们做什么

“坏事”。8 （邓海建）

火罐火里约

是时候抛弃“×二代”标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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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民用航空法律制度，中国民用航空局8日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飞机上违反规定
使用手机或其他禁止使用的电子设备，强占航空器内座位、行李架，这
些招人恨的“空闹”问题，今后将被重拳打击。8 图/薛红伟

新能源汽车“好买不

好开”，除了技术、补贴等

因素，配套设施不完善是

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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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何可）记者
8月11日获悉，为进一步完善医疗救
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工作，郑州市近日下发
《关于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
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
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努力减轻困难群众的医疗支出负担。

农村低收入家庭由
政府“兜底”

本次开展的医疗救助实行属地
管理，救助对象包括具有郑州市户籍
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供养人员
和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
人、重度残疾人。其中，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和特困供养人员两类人群是
医疗救助的“重点救助对象”。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将农村低
收入家庭划入政府“兜底”范围。这
类家庭指的是，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在
户籍所在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倍(含)到 2倍(含)之间，且家庭财产
状况符合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规
定条件的郑州市农村居民家庭。

9 类 病 种 门 诊 看 病
最高可获1万元救助

《通知》对9类特殊病种的门诊救
助进行了规范。这9类病种分别是：
终末期肾病(采用门诊血液透析或腹
膜透析方法治疗)、血友病(采取凝血
因子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采
用门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I型
糖尿病（门诊胰岛素治疗）、耐多药肺
结核(门诊抗结核药治疗)、再生障碍
性贫血(门诊药物治疗)、恶性肿瘤门
诊放化疗、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重性精神病人药物维持治疗。

以上病种根据救助对象的不同，
救助标准也不同。具体来说，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按照门诊费用的10%救助，年度救助
限额为 1万元。对于集中供养的特

困人员，门诊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等
按规定补偿后的个人负担部分，按照
100%的比例救助，年度救助限额为
1万元。

重特大疾病患者每年
最高可获5万元救助

在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上，《通知》划定的救助对象范围
是：重点救助对象、低收入家庭中的
重特大疾病患者、因病致贫家庭重病
患者和县级以上政府规定的其他困
难对象。

在救助标准上，《通知》要求，救
助对象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商业保险等报销后个人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根据救助对象类
别、费用额度等情况，按比例和限额
给予救助。其中，集中供养的特困人
员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按照
100%的比例救助，年度救助限额为
5万元。③7

唐氏综合征是现阶段我国最常
见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疾病。唐氏综
合征患儿俗称“唐氏儿”，其主要特征
为低智商、有特殊面容，常伴有先天性
心脏病以及其他畸形，因为免疫功能
低下，易致各种感染，且白血病的发生
率比一般婴儿高10—30倍。截至目
前，医学上对此疾病既无有效的预防
手段又无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通过
产前筛查和诊断尽可能及早发现。

据专家介绍，任何一对健康夫妇
都有生育“唐氏儿”的潜在危险。专
家提醒，以下7类夫妻有生“唐氏儿”
的风险较大：

1.妊娠前后，孕妇有病毒感染
史，如流感、风疹等。

提示：可以通过“致畸五项”检查
来诊断孕妇是否感染以上病毒。“致
畸五项”就是TORCH检查（针对一
组病原体感染的一种检查），包括弓
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

疹病毒的检测。
2.受孕时，夫妻一方染色体异常。
提示：医生建议 34岁以上的孕

妇做羊膜穿刺，以检查胎儿是否有染
色体异常现象；34岁以下的孕妇，则
可以做“血液筛查”，以筛查胎儿是否
属于染色体异常的高危人群。

3.夫妻一方年龄较大。
4.妊娠前后，孕妇服用易致畸药

物，如四环素等。
5.夫妻一方长期在放射环境或

污染环境下工作。
6.有习惯性流产史、早产或死胎

的孕妇。
7.夫妻一方长期饲养宠物者。

如何筛查？
抽取孕妇血清，检测母体血清中

甲型胎儿蛋白（AFP）和绒毛促性腺
激素（HCG）的浓度，结合孕妇预产
期、年龄和采血时的孕周，计算出“唐
氏儿”的危险系数，这样可以查出
80%的“唐氏儿”。

筛查时间：怀孕第15-20周。同
时，检查血清AFP、HGG还可筛查出
神经管缺损等。

得知结果：孕妇于抽血后两三周去
门诊做例行产前检查，门诊医生会告
知结果。血清筛查呈阳性者，需要再
做羊水检查，以便明确诊断。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优生优育 提高人口素质

郑州市开展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9类病种门诊看病享补助

7类夫妻生“唐氏儿”风险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