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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央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保靖
县，有一条全长 63公里，途经 6个乡镇 10多个行政村，建成后 5
万多群众将从中受益的“扶贫路”，从“十一五”期间立项、“十二
五”期间动工，到“十三五”仍未完工。5 图/王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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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婵

自从 23日早上注射第一针动员

剂开始，到 27 日顺利完成干细胞捐

献，34岁焦作男子曹红卫正式成为我

省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第600例捐

献者。（见今日本报5版）
“能救人一命，我骄傲！”曹红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暗红的

血液从输血管流进血细胞分离机

里，机器内的马达高速转动，血液中

的造血干细胞被迅速分离后，血液

再回流体内……这是媒体报道中描

述的采集造血干细胞的场景，没经

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经历过的人，比

如曹红卫，一定是毕生难忘。

值得一提的是，曹红卫的顺利

捐献，使河南在全国率先实现非血

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满 600 例的

新纪录，继续领跑全国。有一位省

领导曾说过，捐赠造血干细胞这件

事，“没有境界不愿捐，没有知识不

敢捐”。在我省，有许许多多像曹红

卫一样的既有境界又有知识的志愿

者，他们在用生命的火种，铸就河南

的大爱与大义。

为什么河南人的配型成功率要

比其他地方高？基因学家说，这是

因为河南基因多元化；历史学者说，

从古到今，河南就是一个大融合的

区域；还有人说，真正能让河南干细

胞捐献领跑全国的，还是组织的力

量，河南善于宣传、发动和组织群

众。的确，我省各地每年都举行干

细胞捐赠活动，志愿者队伍不断扩

大，从国内到国外，饱含爱心的“生

命种子”跳跃前行，帮助他人重生的

执着脚步从未停歇。

一些人担心捐赠造血干细胞会

对自身健康造成损害，这实际上是

一种误解。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红

骨髓中储存的造血干细胞只有极少

部分参与造血活动，大部分都处于

休眠状态。一般一次捐献 50~200毫

升造血干细胞悬液，即可满足一位

亟待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重建

造血功能的需要。这仅占捐献者骨

髓中现存造血干细胞总量的几百分

之一，只是捐献了处于休眠状态的

造血干细胞中的一小部分，不会影

响捐献者自身的正常造血活动和生

理功能。据统计，在河南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中，医务工作者的比例最

高，这些大公无私的医务工作者，正

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打消公众

对捐献的顾虑。

我 们 在 礼 赞 曹 红 卫 们 的 善 举

时，要持久地激活全社会捐献“生

命种子”的动力，更应求得制度化

的正解，在“有法可依”中匡正各种

行为、保障合法权益，将造血干细

胞捐赠、分配、移植的每一个环节

都 置 于 阳 光 运 行 中 ，才 是 长 久 之

计。一方面要在立法、经济投入等

方面，加大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支

持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信息对称

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公正公开

的造血干细胞获取和分配体系建

设，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和精细化操

作。让造血干细胞捐献更有温度，

还应通过建立捐献关爱基金、市场

性质的补偿机制，给予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及其家庭切切实实的常态

化帮助和全方位保障。

“慈善是人类之心所能领略到

的最真实的幸福。”我们常说捐献造

血干细胞是救人一命，可这些志愿

者其实是拯救了一个家庭，挽救了

很多破碎的心。让我们每个人的爱

心充分涌流，使捐献“生命种子”成

为文明社会的常态。5

□戴先任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 2017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

通知》(下称《通知》)。其中提道：就读

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

情况统筹确定。(见 2月26日中国新
闻网)

《通知》的出台，被一些人理解为

支持学生更早入学，还有媒体解读小

学入学儿童出生截止日期可推迟到

12 月 31 日。其实《通知》是依法重申

了现行制度和做法。早在 1992 年，义

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就明确指出，适龄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

和年限，由省级政府视实际情况而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还

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

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

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

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当然，各

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人们的生育

意愿与地方教育资源承载能力都不相

同，而现实中，各地的自由裁量权并未

得到有效充分运用，这些也都是导致

出台《通知》的诱因。

《通知》并不是简单地放宽入学年

龄，而是给地方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不

再像以前一样对年龄进行一刀切。一

刀切导致的后果受人诟病，比如一些

家长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提

前 读 书 ，选 择 8 月 底 剖 腹 产 的 就 不

少。《通知》重申让各地根据“法律规

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就读小学

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符合教

育规律。

《通知》重申明确了地方的自由裁

量权，这更考验地方的执行能力，各地

需要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学

生实际入学时间。另外，将来地方也

可以将孩子入学时间交给学校来决

定，在入学前，对孩子的学习能力、身

体素质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查，如果

年龄尚不满 6 周岁，但孩子各方面条

件都适合入读小学，那也可以允许孩

子入学，而不能以年龄为唯一标准。

让地方甚至学校根据“法律规定”

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也需要避免

衍生另一种不公平，比如被少数掌握

教育权力者用来权力寻租等。如何保

证公平公正，这将不再是简单地拿出

一把尺来量身高那么简单，而也成了

另一种“选才”。这是在尊重教育规

律，也是对教育常识的回归《通知》能

否得到有力执行，孩子入学年龄能否

与相关法律法规、孩子自身状况及当

地具体教育情况等相契合及“完善对

接”，就考验各地相关部门的执行能力

与智慧了。5

正值踏青旅游旺季，通过朋友圈召集一起外

出游玩方兴未艾。不过，用微信违规组织户外旅

游小心被罚。26 日，广东省英德市旅游局通报了

一起通过微信公众号召集市民外出游玩，并直接

收取费用个案的查处情况，引来网友热议。（见2
月27日《广州日报》）

亲朋好友之间，或者是普通网友之间，通过微

信群、微信朋友圈互相邀约，趁着大好春光一起外出

踏春游玩，这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一些组织、机构把

微信公号、微信群或微信朋友圈当成了牟利的平台，

通过召集和组织网友进行旅游活动，然后收取费用，

则不但涉嫌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把参

与其中的网友置于各种未知的风险当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四十八条规

定，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这起违规组织旅游案件中，

组织者并没有获得旅行社的资质，也就不具备组

织旅行团进行旅游活动的资格，这是一种违法行

为，一方面涉嫌扰乱正常的旅游市场秩序，另一方

面，因为没有相关的资质，一旦在旅游活动中发生

意外事故，游客的权益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势

必陷入事后的各种推诿扯皮当中。

任何“互联网+经济”都要以遵纪守法为出发

点，其经营行为都要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

此，既需要政府有关方面加大规范、引导和查处的力

度，同时也希望广大网友睁大眼睛，莫因为贪图便

宜，或者是觉得新鲜，就轻易参与。3 (杜学峰)

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居然不足

1%——这个数据来自 2 月 27 日阿里巴巴集团向

全社会发布的一封公开信。2016 年全年，阿里

巴巴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 4495 条，

案 值 均 高 于 目 前 刑 法 所 规 定 的 5 万 元 起 刑 标

准。但截至目前，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 33 个。

假货像雾霾一样，从各种各样的小作坊、黑

工厂里袭来，让消费者和正规商家蒙受很大损

失，打击假货的法治“筛子眼”却有些“粗”，不

仅 99%达 到 起 刑 标 准 的 制 假 售 假 者 都 漏 了 下

去，“不幸”留在筛子面上的也多是缓刑。这样

的打假行动，即便治理声势再大，恐怕也无法阻

挡在利润面前蠢蠢欲动的制假售假者。

正义的力量失去了牙齿，邪恶的势力就会

猖狂。酒驾入刑的成功先例，需要在治理假货

上复制，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从而打造一

把法治的“细眼筛子”，增强刑罚的“必定性和不

可避免性”，让制假售假者付出应有代价，让大

数据打假的威力得以最高水平发挥，这是消费

者的 3·15 心愿。5 （舒圣祥）

期待捐献“生命种子”成文明常态
要持久地激活全社会

捐献“生命种子”的动力，在

“有法可依”中匡正各种行

为、保障合法权益，将造血干

细胞捐赠、分配、移植的每一

个环节都置于阳光运行中。

“入学年龄自定”考验执行智慧

画中话

04│评论 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夏远望 邮箱 zysp116@163.com

打击假货要用“细眼筛子”

微信组织旅游该不该罚

本报讯（记者 李悦）2 月 28 日，
2017年中超冬季转会窗口就将关闭，
而在引援方面一直不紧不慢的河南建
业，也终于在最后时刻压哨签来了重磅
新援—捷克国脚雷克·多奇卡尔 (左
图）。作为目前捷克国家队的中场核
心，多奇卡尔也被建业俱乐部寄予厚
望，期望他能填补伊沃离去后留下的核
心空缺。据说，为了得到多奇卡尔，建
业俱乐部花费了850万欧元，这也是建
业队史上身价最高的外援。

一贯精打细算的建业不惜巨资也
要引进捷克的中场核心，一定程度上也
是受保级压力所致，尤其是新赛季，在
各队都不惜代价加强实力的大背景下，
失去伊沃和尹鸿博这对中场组合的建
业，也必须通过引入高水平的外援，来
保证球队在联赛中的竞争力。现年28
岁的多奇卡尔正值当打之年，1米82的
他司职进攻型中场，出道于捷克拉维亚
布拉格俱乐部的多奇卡尔，在2013年8
月加盟了布拉格斯巴达俱乐部。并在
随后一年，单赛季献上 20次助攻。加
盟建业前，捷克的 2016-2017 赛季进

行了一半，多奇卡尔已经打入4球并有
9次助攻。

作为捷克国脚，多奇卡尔累计代表
捷克国家队出场29次打入了6球，是捷
克国家队现役球员中进球最多的球
员。在 2016年欧洲杯预选赛上，正是
多奇卡尔的一脚世界波击溃了荷兰队，
使得这支欧洲豪强无缘欧洲杯决赛
圈。多奇卡尔左右脚均衡，是一名前场
的多面手，精准的传球以及远射是他的
拿手好戏。与伊沃相比，多奇卡尔并不
擅长高速盘带和护球，过人也不是他的
强项，他更喜欢在边路为队友拉开空
当，送上传球。作为被建业寄予厚望的
新中场核心，多奇卡尔并不会成为另一
个伊沃，完全不同的技术风格也会给建
业新赛季的战术带来全新的变化。

对此，建业主帅贾秀全也表示，“很
难来比较新外援与伊沃之间的优劣，我
认为替代与否并不重要，再强的球员也
离不开整体，我们选内外援，首先要看是
否适合球队的体系打法。今年，我们的
三条线都得到了补充，我认为新赛季建
业整体实力是有所提高的。”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2月 26日，由
省体育局主办，社体中心、郑州市体育
局等单位承办的 2017“二月二”龙湖
徒步大会在郑东新区龙湖内环路举
行，5000多名徒步爱好者用健步走的
方式，以期能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全
民健身行列中来。

2月 27日是农历的二月初二，在
民间被称为“龙抬头”，这一天也意味
着春天来临，万物复苏，户外活动也将
明显增加。考虑到周日更方便群众积
极参与活动，因此组织者特意将健步
走提前一天举行，这就吸引了更多健
身爱好者参与进来，他们当中最小的6

岁，最大的已经年过花甲。众多健身
爱好者或由单位集体报名，或是呼朋
引伴一起前来，让春天的龙湖岸边愈
发显得生机盎然。

根据规划，此次徒步的全程为12.5
公里，此外还设有6公里的亲子路线。
参与者完成全程之后，即可从主办方获
取完赛证明。此外，健身徒步大会的举
行，也标志着省社体中心今年重点打造
的“全民系”赛事正式开启，随后“全民
自驾车集结赛”、“全民卡丁车大赛”、

“全民广场舞大赛”等全民健身大型赛
事将会依次展开，贯穿全年，我省的全
民健身活动也将不断掀起高潮。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2月 26日晚，
昆仑决 57在海南三亚上演了一场焦
点之战，双方一个是来自河南塔沟的
少林小子叶翔，一个是WBC超重量级
冠军、有着“功夫熊猫”之称的美国人
史蒂文·班克，两位100公斤级选手间
的较量堪称“巨人之争”。最终，实力
更强的叶翔仅用 31秒就KO了对手，
完美地拿下了这场重量级对决。

赛前，所有人都认为叶翔会陷入
一场苦战，毕竟美国的“功夫熊猫”史
蒂文·班克曾征战过GLORY、Bella-

tor等多个世界知名搏击赛事，有着超
过 90%的骇人 KO率，而作为散打选
手的叶翔，虽然贵为第八届世界杯散
打比赛 100公斤级冠军，但他还是首
次参加自由搏击的比赛，更何况散打
选手所擅长的摔法、推擂在昆仑决规
则里是被严厉禁止的。不过，比赛的
进程却让人大跌眼镜，叶翔一上场就
将史蒂文·班克逼到了擂台边角，并连
轰30多记重拳将对手KO，短短31秒
就取得比赛胜利，这在昆仑决的较量
中也是不多见的。⑥9

2月24日河南省体彩中心迎来了
一位 85 后的顶呱刮百万大奖得主。
幸运儿小叶一早从信阳赶来领奖，给
他带来好运的是一张顶呱刮“日进斗
金”即开票。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花
了 60块钱随意购买了三张顶呱刮即
开票竟然换来了100万元的大奖。

小叶虽然年纪不大，买彩票却有
十多年的历史了，平常喜欢买点排列游
戏彩票，偶尔也中过几百块的奖金，这
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他说：

“我不是期期都买，多数都是路过网点
或者为换零钱就去买上几注，这次买顶
呱刮居然中了 100万，实在是太幸运
了。”据小叶透露，领奖当天是他的生

日，“收到这么大一个生日礼物特别开
心，晚上回家要跟爸妈好好庆祝一下。”

据了解，“日进斗金”是体彩顶呱刮
上市不久的一款新票，面值20元，玩法
多样，单票有20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100万元。喜欢顶呱刮的彩民不妨试
一试，刮出自己的幸运大奖。（杨惠明）

体彩顶呱刮“日进斗金”送好礼

塔沟小子KO美国“功夫熊猫”

龙抬头 健步走捷克国脚加盟

建业压哨签来重磅新援

校园足球到底该如何开展？教育
部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体卫
艺司司长、中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用了
四个字来详细解读。

第一是稳，要打牢校园足球的基
础，做扎实做牢固；第二是进，在普及的
基础上，推进校园足球的各项活动稳步
发展；第三是变，除了面子上的普及，还
要注重内涵的发展；第四是新，就是要
创新发展，在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完善实
现校园足球的手段。

王登峰指出，稳、进、变、新这四个字
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个是稳中求
进，在原来的校园足球的基础上，由校园

足球的重点校变成特色校，要求每一个
学生都学会足球。校园足球特色校要每
周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来教足球。同时要
广泛开展校内足球比赛，在此基础上组
成校队，再去征战校园足球联赛。同时
推出选拔性的竞赛，让校园足球冒出来
的好苗子能够得到更好地技术指导。

第二是进中求变。主要是校园足
球的教学方面，对足球特色校从小学一
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每一堂足球课都
进行规划和设计。同时邀请世界知名
的青训教练，拍摄了365个足球技术教
学视频，学生可以自己看，这一项目将
在春节过后全面铺开。

第三是变中创新，希望通过机制创
新来实现校园足球的健康发展。校园
足球的构建是着眼于实现三大目标，首
先是进一步彰显体育的综合育人功能，
改变以往对于体育教育的忽视；其次是
推荐学校体育改革；最后是为中国足球
发展奠定人才根基，打牢中国足球人才
体系的金字塔塔基。

在过去两年中，全国已建立 1.3万
所足球特色学校，确立了69个试点县，
试点县最重要的特点是，校园足球特色
校要达到总体学校数量的60%。2017
年第3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立后，全
国预计达到2万所。 (体彩）

开展校园足球“四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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