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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西工区安监局多举措积极创新安全监管
工作。从制度管理向“以人为本”安全理念转变，
引导企业树立安全新理念，养成安全生产良好习
惯；实现安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围
绕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热点、重点和难点，探索创新

安全监管方式方法；从全面监管转变到对重点企
业、重点行业内领域安全监督管理；实现从“管理”
向“服务”转变，重点加强安全监管形势分析和预
警，做到早改变、早研究、早预警、早处置，帮助企
业提高自身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蒋衡）

近日，嵩县召开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建设观摩
会。观摩会首先到大章镇参观乡镇安监所建设、
废弃矿硐封堵及电子巡检情况，然后到城关镇西
关社区参观了社区安监办网格化建设情况、城关
镇安监所建设情况。会上各镇就安监所建设情况

进行了发言，嵩县安监局局长齐向前对乡镇安监
所建设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县委领导强调，安监
所建设是安全生产工作基础；矿山重点乡镇要借
鉴大章镇的废弃硐封堵经验；各乡镇要加强安全
防范，做好汛期安全检查和值班值守。 （恩平）

为加强作风建设，许昌鄢陵县工商局多举措
深入开展懒政怠政为官不为问责年活动。一是组
织召开懒政怠政为官不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动员
会，对单位开展问责年活动进行动员部署。二是
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深入到服务单位实地走访，发

放调查问卷，对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整
改。三是采取鼓励会上正面提问，会下多种形式
交流，组织向局长进言活动，听取职工心声。四是
通过单位网站、党务政务公开栏等，公开目标任
务、完成时限、责任人员清单。 （汪建民 单霞）

积极创新安全监管工作

深入开展懒政怠政问责年活动

嵩县召开安全生产基础建设观摩会

今年来，南阳桐柏县国土资源局狠抓工作落实，全面推进“改
革、开放、责任、安全、模范”国土建设，大幅提升资源保障和服务水
平，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一、创新管理，助推国土工作新发展。打造学习创新型机关凝聚
队伍战斗力，建立“三项制度”提速工作效率，改革用人机制营造正确
用人导向，破解瓶颈保障建设项目用地，注重宣传为国土建设创造良
好舆论环境。二、心系百姓，忠诚践行“两学一做”。该局将地质灾害
防治作为践行“两学一做”的突破口，利用多种载体广泛宣传；主管县
长和局主要领导现场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对全县地灾隐患
点进行全方位排查。对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全部立案查处，有效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三、善作为建新规，创造性开展国土执
法。为严惩国土违法行为，打赢卫片执法整改拆除攻坚战，坚持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新机制，对每宗涉嫌国土违法犯罪行为，均邀请
省厅专家鉴定并快速出具鉴定报告，加大移送力度，从快从严追究刑
责。四、严把“三关”，创新信访处置模式。该局着重把好落实关、调
研关、服务关，变被动接访为全员主动接访、主动下访，深入一线，一
事一议，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 （魏广钊）

敢为善为助推“五个国土”建设
今年来，新乡市卫滨区

人民检察院在扶贫过程中拓
宽检察机关服务渠道、创新
服务举措、转变扶贫帮扶方
式,不断加强对扶贫领域职
务犯罪预防工作，以点对点
的扎实举措确保精准扶贫顺
利推进。一方面，该院主动
到农业开发、扶贫等部门了
解国家惠农政策、扶贫项目以
及所涉及的社区、村庄，掌握
第一手资料，并深入排查扶贫
部门工作中的漏洞隐患，针对
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的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尤其是预
防的重点人群、重点环节、重
点岗位和重要事项，开展调
查研究，逐步建立预测预警
机制，加大对扶贫开发工作
的预防力度和监督；另一方

面，深入乡镇、村庄开展法律
宣讲活动，针对乡镇站所、村

“两委”在扶贫领域中容易诱
发的贪污、侵占、挪用等职务
犯罪环节，结合典型案例，归
纳“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特
点，剖析作案的手段和发案
的原因，并从完善制度规范、
加强自我约束、严格村级财
务管理、注重多重监督等方
面，为“村官们”提出建议，努
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
犯罪。同时，该院深入所包
扶的辖区进行实地走访，调
查了解农户家庭人口、土地
面积、务工情况、家庭收入等
情况，想方设法提出切实可
行的发展方案，为下一步精
准扶贫工作开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云志杰）

加强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令狐一刀

什么是运动天才？马拉多纳曾经在

玩耍时把菠萝当球踢，几个部位来回颠

球，长时间不会落地，这下你知道他为什

么能在场上连过 5 人，让英格兰球员成为

“背景帝”了吧!

菲尔普斯也一样，平常走路都经常会

莫名其妙地失去平衡甚至摔倒。但一跃

入那一池碧波（现在成了绿波）中，他就变

成了一条会飞的“鱼”。他具备了一个优

秀泳将所该具有的全部天分，其中包括最

重要的浮力。有人说，就算是躺在水上睡

着了，菲尔普斯也会一直漂着。

随着他第一个冲过 200米混合泳的终

点，菲尔普斯已经22枚金牌入账。天呐，这

是一个什么概念？反正他获得 21金时，就

有媒体调侃，如果菲尔普斯是一个国家的

话，已经比 174个国家所获得的奥运会金

牌数还多。如今他再添一金，不知道又能

超越几个。要知道，在这174个甚至更多的

国家中，就包括马拉多纳的祖国阿根廷：

120年来，他们总共才获得了19枚金牌。

作为不世出的天才，2000年，15岁的菲

尔普斯就出现在了悉尼奥运会上，第二年就

打破了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2012年奥运

会后，带着奥运会有史以来最多金牌（18枚）

和奖牌（22枚）的“飞鱼”宣布退役，时年 27

岁。仍具有统治力的他为什么会急流勇退？

因为站在人生的高处他“迷途”了，不知道该

干什么、想干什么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吸引着

他每天在泳池里泡上几个小时、游上一两万

米了。即使亦师亦父的鲍勃·鲍曼苦劝也无

果。没有他，出身于单亲家庭的“飞鱼”没准

早就成了巴尔的摩街头的小混混了。

就像中国有些老板暴富以后热衷于豪

宅、香车、美女、海天party，更有些低俗的那

脖子上的金项链都像狗链子那么粗。“飞

鱼”成名后，也没有过上一个上层人、体面

人应有的生活：安逸稳定，富有教养，回归

家庭，热心公益，而是流连于马场、赌场、酒

吧，拖着超标25磅的身材打架斗殴，酗酒乃

至吸食大麻，甚至因酒后驾车被警方拘留、

限制自由。如果按这个版本走下去，菲尔

普斯也很快会成为从成功人士到沉沦地痞

的典型。这样的事例在美国比比皆是，光

几大职业联赛就层出不穷。

幸运的是，“迷途的羔羊”像在成长期需要

高人引导一样，沉沦时期又再次遇到了贵人：除

了鲍曼以外，还有正牌儿女友、2010年加州小

姐选美比赛冠军妮科尔。在菲尔普斯被拘、强

制戒酒和被禁赛期间，不离不弃的她成了他的

精神支柱，像南加州灿烂的阳光照亮了他心灵

最柔软的地方，温暖地融化了他心底的坚冰。

于是他开始“知返”，一部美国式的励志大片就

此“开机”。

里约之旅结束后，菲尔普斯应该再次选择

退役。只是不知道他开始选择月白风清的闲适

生活，还是在灯红酒绿中再次迷途。⑥11

一个天才的“迷途”与“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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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铅球观河北姑娘
男子蹦床看郑州小伙儿

据新华社电 12日记者从中国游泳协会负责人处获悉，中
国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 8月 7日里约奥组委实施的赛内
兴奋剂检查中被查出A瓶氢氯噻嗪阳性。陈欣怡目前已向国
际奥委会提交了B瓶检测和召开听证会的申请。

中国游泳协会负责人表示，该协会对此事件高度重视，
已要求陈欣怡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事实，认真执行反兴
奋剂规定，依法维护正当权益。

该负责人同时强调，中国游泳协会坚决反对使用兴奋
剂，将主动配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开展调查，并尊重国际体
育仲裁法庭的最终决定。⑥9

中国泳将陈欣怡药检阳性

本报巴西专电（特派记者 孟向东）
尽管这只是场小组赛，胜负又完全没有
悬念，但刚才还只有一半观众的奥运会
羽毛球馆中心场看台，就像大海涨潮一
样，突然就悄无声息的座无虚席了。不
为别的，只因这是一场林丹的比赛，这些

“铁粉”们都是来看“超级丹”表演的。
虽然说表演对林丹的对手马尔科夫

有些不太尊敬，但从比赛过程来看却一
点儿也不过分。因为人高马大的俄罗斯
人，手上功夫和林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儿。他只有靠林丹的偶尔失误才能迫近
比分，一旦“超级丹”减少了非受迫性失
误，两人间的分差就会迅速被拉开。

21∶18，21∶7，尽管林丹极少使出标
志性的凌空跃起重扣以及鱼跃救球，仅用
控球、拉开加上偶尔突击一拍的战术，就
足以轻松战胜对手。“超级丹”的铁粉们也

没闲着。每逢林丹打出个好球，看台上定
然是掌声雷动，国旗狂舞，林丹偶尔的失
误，也能引来一片叹息。没办法，“超级
丹”的魅力此刻超越了一切，无可抵御。

两连胜之后，林丹在小组赛里已经
提前出线，但他的第四次奥运之旅仍然
刚刚启程。只有到了一战定胜负的淘汰
赛，我们才可以说比赛真正开始了，“超
级丹”也要亮真章了。我相信，他的“铁
粉”们也会更坚定地一路相随，直至“超
级丹”三度登临奥运之巅。⑥11

“超级丹”的魅力

巴西人自揭两大“秘密”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1.00元

现场直击

中国体育彩票
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本报讯（记者 李悦）北京时间8月13日上午8点到8月14
日上午8点，里约奥运会将产生19枚金牌，中国军团在这一天
里夺金点不是很多，较为保险的也只有郑州小伙儿董栋参加的
男子蹦床比赛。

从北京奥运会的第5名，到伦敦奥运会的铜牌，在8月13日
上午9点，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女子铅球比赛的河北姑娘巩立姣
将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在今年5月份的德国哈勒邀请赛上，
巩立姣投出了20米 43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而她的主要竞争
对手新西兰老将维利和德国名将施瓦尼茨，由于受伤病困扰，近
期两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这也让巩立姣夺取金牌的机会更大
了一些。与此同时，女足赛场上，中国女足将与德国队为四强资
格展开一战。

8月14日凌晨2点35分，郑州小伙儿董栋将登场亮相。这
位伦敦奥运会男子蹦床项目的冠军，从小就在郑州以及河南体
操队训练，后来河南体操队解散后，董栋才转投了山西。相比他
的主要对手，董栋的动作规格更高、质量更好，只要正常发挥，他
在里约奥运会上将有很大的机会实现卫冕。

凌晨4点 30分，中国组合宫金杰和钟天使，将再次出战场
地自行车女子凯琳赛，在这个项目上，她们依然有争夺金牌的
实力。⑥9

□本报特派记者 孟向东

在本届奥运会开幕后，记者心中一直
有两个疑问，一个是巴西普通老百姓到底
支持不支持奥运会？另外一个是，在贝利
缺席奥运会开幕式点火仪式后，为什么会
选择名不见经传的奥运会铜牌得主利马
来担起这份空前绝后的荣誉？近日，记者
碰到的两个人，正好解开了这个谜团。一
个是小进出口商安德森，他是圣保罗中国
商会老总刘昊的朋友。前天晚上我们在
一起吃饭，借助翻译，了解了他和周围的
人对于奥运会的反应。

“我不欢迎奥运会在这里开，我家人

和周围的朋友也是这样，如果搞全面调
查，至少有80%的人和我一样。”安德森直
言快语，“现在巴西经济这么不景气，GDP
连续两年下滑，失业率升高，连警察的工
资都不能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花至少
140多亿美金办奥运会有意义吗？贫民窟
依然那么混乱，拥挤的交通也不会有大的
改善，有很多场馆奥运会以后要不闲置、
要不拆掉，都是浪费，还不如把这些钱用
在养老、福利等方面更实在。另外巴西整
体运动水平也比较低，能拿10块金牌就要
感谢上帝了。”

记者问他，为什么巴西老百姓都欢迎
2014年世界杯在巴西举行而对奥运会不

感冒？安德森脱口而出：“那不一样。足球
是巴西的国球，国民都很喜欢，我业余时间
也踢足球，足球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什么时
候我们都是夺冠的大热门，我们当然喜欢
了，喜欢每届世界杯都在巴西举行。当然
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上次举办世
界杯还是1950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
聊到最后，他还不忘幽了一默。

至于第二个疑问，记者在一个志愿者
的帮助下，从巴西一个同行那里得到了答
案。“除了贝利，我们的确有很多运动明
星，足球就有很多。但他们都很出名了，
也赚了很多钱，生活得很好。而利马不一
样，他应该是冠军，他在雅典奥运会的比

赛中一直领先，但在22英里的地方被闯进
赛道的57岁的爱尔兰人霍兰扯倒在地，花
了15秒才摆脱纠缠回到赛道上，但他被突
如其来的袭击吓住了，节奏也被打乱，再
也无法集中精力比赛，最后被意大利和美
国人超越只获得铜牌，否则他极有可能为
巴西赢得第一块奥运会马拉松金牌。我
们向奥组委投诉，应该为利马补发一块金
牌，但国际奥委会粗暴地拒绝了我们的要
求。此后，袭击者则被判12个月监禁的缓
刑，并处以 2000英镑的罚金。但利马再
也没参加过世界级马拉松比赛。这次让
他点燃火炬，就是给他补偿这个荣誉，同
时也是抗议当年的不公平。”⑥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