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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一步、考虑周全，以积极作
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是疫情防
控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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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冯军福

想趁着“五一”假期出去玩的同学，恐怕

心里要有点小“失落”了。

近日，我省多地就“五一”期间师生活动

去向发出提醒。有的是明令禁止，要求师生

不得跨地域旅游，学生或老师如果假期从外

地返回，需要居家隔离 14 天才能进入学校；有

的是好言相劝，建议学生在家上网课，希望家

长予以配合，尽量不要带孩子外出游玩。虽

然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很明确：今

年的“五一”假期，对于学生族来说，外出远游

还须慎重。

不难理解，在“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的政

策环境下，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无非是为学

生的健康安全着想，对疫情防控大局负责。

眼下，境外输入风险不断增加，新增本土病例

零星出现，特别是无症状感染等新问题、新情

况，更凸显了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在这个节骨眼上，保不齐有的学生耐不住性

子，有出去撒欢、放飞自我的想法。毕竟，宅

在家里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碰巧，今年的“五一”假期又非同一般，可以

一口气连休5天，这是大小长假政策实施多年来

的首次。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假期的出现，势必

带来大量游客聚集。黄山景区出现人挤人的场

面，北京朝阳公园出现扎堆聚集等，哪一个不是

前车之鉴？而据《2020“五一”旅游消费新趋势

大数据报告》显示，“五一”期间可预约景区数量

将超过 4000 家，出游人数预计达 9000 万人左

右。如此庞大的客流量，地方上如果不做好应

急预案、有效防控，不仅景区会面临游客爆棚，

疫情防控的大好局面也会遭遇巨大挑战。

多想一步、考虑周全，以积极作为应对不

确定性风险，是疫情防控的最优选择。师生

毕竟是特殊群体，而我省又是全国第一教育

人口大省。“五一”假期后，除了毕业年级外，

各类各级学校也将陆续复学。在这个重要时

间节点，不管是规劝师生待在家，还是严禁跨

地域旅游，都有着现实而又长远的考虑。

对此，家长和学生当以“大局为重”。也

许有人会认为，这么长的假期不出门太可惜

了。其实不然，宅在家里也可以玩出新意。

就拿游玩来说，现在有很多景区为满足游客

需求，纷纷开启“云旅游”模式，只需打开直播

软件，足不出户也能赏花赏景。

当然，遭遇疫情的“五一”假期，其正确打

开方式不只是“玩”，更多地还要“学”。科学

家牛顿 18 岁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期间，

因英国伦敦流行鼠疫，不得不返回家乡，继续

做他的研究。而这段时间恰好为牛顿的科学

研究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他的三大成就：微

积分、万有引力、光学分析的思想就是在这个

时期孕育成形的。

对于很多学子来说，我们虽说没有牛顿

那么伟大，但利用好放假这段时间，沉下心来

好好学习，把疫情耽误的课程补回来，为复学

做好“热身运动”，调整好心态，做好个人防

护，这个假期过得或许会更有意义。5

□丁新科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掰扯掰扯阅读的那些

事，其实很有意思。

前不久，得知小区附近因疫情歇业多日的书店终于

重新开业了，笔者总算松了口气，一直担心它撑不过去就

此关张。闺女第一时间过去，此前她多次询问，但总得不

到确切开张日期，现在得偿心愿，自然欢呼雀跃。除去测

体温、登记这些，书店与平时最大的不同，是人流。往日，

儿童区地板上坐的挨挨挤挤的全是小孩，要小心翼翼迈

过去才行。现在，去的人基本都能找到座位坐下来。虽

然少了些热闹，但看书的心情总算得以满足。听说郑州

有书店开始兼卖卤肉了，我认真回忆了下，家门口这家书

店没有闻到肉香味，跨界的步伐似乎没这么大。

不可否认，我们一年中进书店、完整读书的次数越

来越少。

曾经，有年轻人仰慕杨绛先生，高中毕业时给杨绛

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人生困惑。杨绛先生回信，客气而

毫不留情地指出：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

多。如果说，当年杨绛先生说的是个性问题，如今，似乎

成了一个共性问题。

4月 20日，第 17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数

据显示：2019 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5本，略低于2018年的4.67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2.84本，较2018年的3.32本减少了0.48本。这也印证了

大部分人的真实感受，一年中拿起书的次数的确不多。

生活工作节奏太快，使得很多人难以有太多时间读

书。这种情况下，让自己静下来的好办法，不妨选择重

新阅读经典著作。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部阅读

史，只有阅读经典，我们才能抵达精神的高原。转过头

想一想，对每个人影响最深的书，是不是青少年时代读

过的那本经典著作？《瓦尔登湖》《浮生六记》等很多经典

著作并不提供现实问题的答案，但跳出经典看经典，再

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

系就多了一份领悟。经典著作，为读者提供一种宝贵的

生命经验，如精神世界里的灯塔，在关键时刻放出光

芒。读经典，犹如上名家串门儿，仿佛一种跨越时空的

心灵对话，可以为人们提供慰藉，让人们重燃希望。

读经典也是一种趋势。4月 20日，光明日报微信发

起投票“疫情期间你最想读什么书？”票选排名靠前的仍

然是那些耳熟能详的书名——《红楼梦》《百年孤独》

等。疫情期间，经典图书焕发出新的生命，据《新京报》

统计，2019年，最受市场欢迎的小说，余华的《活着》、卡

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已连续上榜 71次，在儿童

文学等领域，曹文轩、杨红樱等作家的作品仍长期占据

排行榜前几位。

前不久，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央视重播，很多网

友留言晒年龄是“00后”，他们却表示看这部年代剧毫无

违和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冀盼与奋斗，每个人都从少

安少平兄弟身上依稀看到了自己，电视剧的重播还带动

了书籍又火了一把，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4月 23日上午 10点，郑州发放 1000万元图书消费

券，线上部分3秒内申领完毕，希望此举能带动更多人走

进书店，享受阅读。5

□鲁浩

在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中，有人总结

出了“飞机理论”：对每一名处在名、权、利层层包

围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讲，人生好比一架飞机，不

在于飞多高、飞多远，重要的是能够平稳着陆；不

在于有多大权、当多大官，而在于为党和人民作多

大贡献。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飞的不谓不早、不高、不

远，但却在飞行途中，忘记了系好系牢廉洁从政的

安全带，最终导致“硬着陆”，甚至落了个机毁人亡

的悲惨结局；更有一些已经退休的党员领导干部，

从形式上看，似乎已经安全着陆了，但却东窗事

发，因为一些从前所干的违纪违法之事再次被揪

出来，落了个晚节不保、晚景凄凉的下场。

自由犹如空气和水，享之不察、失则不可。由

此及彼，深思细想，党纪国法存在的意义与所发挥

的作用不也正是如此吗？总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

视党纪国法为枷锁束缚，对组织上的严格管理、严

格要求，感到浑身不舒服、不自在，挖空心思、变换

手法摆脱；总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不受任何约

束为个性，视对抗逃避组织监管为高明，最终不仅

没有得到所谓的自由，还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曾有一部名叫《风筝》的电视剧火了很久，剧

中主人公因为隐蔽战线斗争形势任务所迫，长期

与组织失去联系，成了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而在

此过程中，他又蒙受了一系列不白之冤，但他面对

这些不公正待遇，没有沉沦、没有放弃，更没有背

离组织、背叛初心，而是始终做到，信念不移、丹心

不改、愈挫弥坚、为党工作，在漫漫长夜里高擎信

仰的火炬，用对党的绝对忠诚书写了一曲英勇战

斗的壮丽凯歌。

飞机与风筝，两者颇有渊源，不仅外形特征相

像，飞行原理也相同。由此引申到我们每名党员

领导干部身上，党员干部都要像飞机飞行一样，不

忘初心，牢记为什么出发，从哪里出发，落脚点是

什么，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这样才能圆满实现“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同时，党员干部还都

可以比作党组织的一只风筝，“雁行千里不掉队，

风筝高飞一线牵”，如何看待维系自己的那根线，

是把其视为羁绊、障碍，还是把其当作安全绳、保

持线，也在根本上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与结局。

或许，一些犯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最终都没有明

白，风筝能够飞上天，不仅借助风的力量，也靠线

的维系，如果一只风筝主动放弃了组织上系在其

身上的线，也就是拒绝了组织上的关心与爱护，既

没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也失去了继续飞行的动

力，也注定飞不久、飞不高、飞不远了，摔地上栽跟

头是迟早的事。

知易行难，行胜于言。正如人生是一场不可

逆的单向旅程一样，在廉洁问题上也没有后悔药

可买。3

据 4月 23日《北京日报》报道，一些肉摊喜爱使用红色灯光，原因何
在？经过红灯“美颜”，不新鲜的猪肉也显得格外红润鲜嫩。调查发现，
“红灯照肉”的做法无论在菜场还是超市都相当普遍。此外，蔬菜、熟食和
水果等生鲜柜台也都有各自的专属灯光，令消费者很难看出真面目。5
图/王怀申

“飞机理论”与“风筝畅想”“五一”远游，同学们须慎重

读书日，不妨试着阅读经典

中国赛艇队创新备战奥运会

河南小将“艇进”国家集训队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祝
婕 宋佳宗）由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
心、河南省体彩中心主办，河南省轮滑
协会承办的 2020年河南省“体育进社
区”健康家庭线上运动会轮滑比赛4月

21 日结束。共有来自郑州、开封、南
阳、平顶山、安阳、信阳、周口、洛阳、鹤
壁、许昌、新乡、驻马店的 121 名选手
参加此次比赛。

此次比赛是首次河南省级线上赛

事，参与人群是来自社会各界的轮滑
爱好者，年龄最小者只有5岁。本次比
赛为公开赛，比赛项目为单桩crazy挑
战赛，即在一分钟内，比拼选手在一个
桩杯（角标）上可以重复做出多少次

“crazy”，参赛选手通过手机录制60秒
视频进行比赛。

“crazy”英语本意是“疯狂”，不过
在轮滑项目中，一般是指“摆步”“摇摆”

“秋千”等动作，是自由式轮滑动作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动作，相当于自由式
轮滑的“地基”，相同的时间内，这个动
作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做得越多越好。

来自郑州的选手魏惊骁夺得了本
次比赛的“动作数量”的冠军，成绩是
50个“单桩crazy”并且身型非常稳定，
这个水平在国内也能排进前十。

来自南阳的选手马鑫夺得了本次
比赛的“动作数量”的亚军，成绩是 48
个“单桩 crazy”，与冠军仅相差两个。

“我大一的时候看到学长学姐穿着轮
滑鞋在翩翩起舞，非常喜欢，于是加入
了轮滑社团练习轮滑。轮滑运动既能
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情操，在紧张的
学习中抽出时间滑一滑也非常的解
压。”练习自由式轮滑项目三年的大三
学生马鑫说。

本次线上轮滑比赛也涌现出了一
些很优秀的选手，来自郑州的选手周
巧、张力丹，在一分钟内做了 37个“单
桩 crazy”，是女子组质量及数量都很
优秀的选手。而来自南阳的张刘一康
一分钟做了 40 个“单桩 crazy”，在小
年龄组中非常突出。⑥11

体彩大乐透 9.9亿大派奖火热来
袭，再度刷新体彩史上最强派奖纪
录！体彩大乐透第 20030期(4月 27
日 20:10 开始销售)起开展派奖活
动，活动预计持续 25期，派奖金额总
计高达9.9亿元。

3元最高可中3600万

根据派奖规则，一等奖派奖金额
5亿元，每期 2000万元。派奖期间，
进行追加投注且中得一等奖的彩票，
按注均分一等奖派奖奖金，基本投注
和追加投注按照相应的比例分配，如
果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或均分后仍有
结余，结余奖金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
一期安排的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依
此类推，直至一等奖奖金派完为止。

一等奖单注派奖奖金最高可与
原奖金相同，也就是说 3元最高可中
3600万，如此精彩的“大乐透派奖嘉
年华”活动，不容错过。

今年大乐透的派奖活动参与门
槛是追加投注，因此，在派奖期间购彩
者多花 1元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才
有机会斩获单注 3600 万元封顶头
奖。所以在今年的派奖期间，要想收
获更大的惊喜，买大乐透记得要追加。

派奖期间头奖数量和
奖金成色双提升

在以往体彩大乐透派奖活动期
间，大乐透头奖中出数量和奖金成色
均有所提升，越来越多的幸运儿成为
大奖的获益者。

如在2018年开展的“6亿元大派
奖”活动中，其中 2亿元用于一等奖
派奖，派奖期间，一等奖派奖历时 52
天，进行了21期派奖，共中出了96注
头奖，单人最高擒奖9921万元。

对比往年，今年的 9.9 亿元派奖
活动，其中 5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
高于历年派奖活动中一等奖的派奖
金额，届时，广大购彩者将更深切地
感受到体彩大乐透一等奖奖金成色
更足、“回馈”力度更大的中奖体验。

体彩吉祥物征集活动
火热进行

此外，“益起来 绘精彩”体彩吉
祥物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该
活动的截止时间为5月28日，专家评
审团最终将评选出41件入围作品，包
括30件甄选作品、10件优秀作品和1
件冠军作品。冠军作品将于 2020年
8月底产生，冠军作品将获得税前8万
元的奖金，其他入围作品也会有相应
丰厚的奖金奖励。富有创造力的你，
赶快“上传作品”参与活动吧。

最美人间四月天，体彩活动更暖
心。无论是好运爆棚的你，还是创意
十足的你，只要坚持并加倍努力，好运
一定会与你不期而遇。 （张慧慈）

本报讯（记者 李悦）经过 900 多
公里的跋涉，4 月 22 日，刚刚通过中
国赛艇队“云招新”选拔的两名河南
小将崔兵辉、程梦寅终于从浙江的千
岛湖赶到了山东的日照。短暂的隔离
期后，他们将参加 2 至 3 周的集训营
试训，试训合格的话，二人就能正式
进入国家赛艇集训队，成为备战东京
奥运会、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
生力军。

自 3月 22日从葡萄牙回国至今，
中国赛艇队已经在山东日照的水上运
动基地封闭集训了一个月。疫情的暴
发以及东京奥运会的推迟，让中国赛
艇队不得不调整了此前的备战计划。
为了统筹兼顾东京奥运会、杭州亚运
会和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工作，选拔更
多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补充到国家集
训队，4 月 17 日—18 日，中国赛艇队
举行了一场在全国各地 18 个地点同
时开赛的“云招新”，他们也成为首支
通过线上直播方式进行运动员选拔的
国家队。

崔兵辉和程梦寅正是通过这次
“云招新”选拔，获得了参加国家赛艇

集训队试训的资格。22岁的崔兵辉，
是近几年来我省在男子公开级赛艇方
面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选手，去年就
曾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的他，很受国家
教练组的关注。25岁的程梦寅，则是
我国赛艇女子轻量级的优秀选手，曾
多次获得过全国冠军，并在 2017年亚
洲赛艇锦标赛上一举夺冠。2019年，
作为国家队主力选手，程梦寅获得过
世界杯冠军和世锦赛亚军，具有很强
的竞争实力。

据了解，为了保障崔兵辉和程梦
寅的行程安全，河南省赛艇队专门派
领队马麦常和教练员杨通海开车送二
人从浙江千岛湖赶到山东日照。马麦
常介绍，从 1月 20日前往千岛湖开启
冬训以来，3个月时间里，省赛艇队在
防疫的同时，力争训练方面保质保量，
两名队员能通过这次国家赛艇队的

“云招新”，就是这次冬训成果的最好
体现。

除了这两名即将参加国家赛艇队
集训选拔的队员之外，目前，中国赛艇
队里还有吕扬、王飞和吴强这三名河
南队员正在进行集训。其中，吕扬参

加的女子四人双桨更是中国赛艇队的
重点夺金项目，作为主力队员，吕扬在
2019年成了该项目世界杯和世锦赛的

双料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也让她
成为国际赛场大满贯选手的梦想不得
不推后一年。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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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兵辉崔兵辉（（前前）） 程梦寅程梦寅

崔兵辉、程梦寅两名河南选手通过线上选拔赛入选国家赛艇集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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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省社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