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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蛋白质十佳食物
鸡蛋、牛奶、鱼类、虾类、鸡

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

瘦猪肉、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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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应良 何娟

薄暮时分，记者沿着当年古道，走进
了石壕村。这座千年古村落位于河南省
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南北两座山，
东西一条沟。

石壕村是崤函古道的必经之路，连
接洛阳和关中一带。公元 759 年春，杜
甫在战乱中从洛阳西行至陕州，暮投一
老翁家，遇乡吏深夜捉人充军，挥笔写下
千古名篇《石壕吏》。

据当地文史专家考证，《石壕吏》中
的情节就发生在崤函古道石壕段。虽然
具体村庄已很难确证，但石壕村人普遍
认为就是发生在他们村庄，村里人对杜
甫怀有特殊的亲切感。

往事越千年，崤函古道石壕段的车
辙和马蹄印依稀可见，但石壕村却换了
人间。

沿着岭前一条平整宽阔的道路，记
者走进石壕村村民梁建民家。女主人秦
青花正忙着张罗晚饭，农家美食摆满了
一桌，粉蒸槐花、粉蒸萝卜丝、五香酱牛

肉、凉拌豆芽、烙饼、玉米渣粥……两年
前，他们从瓦窑沟半山坡的平房搬进这
套易地扶贫房子，120平方米，三室两厅。

品着可口的农家饭菜，记者与梁建
民夫妇打开了话匣子。58岁的梁建民因
为 2005 年的一场车祸，下肢神经受损，
左腿走路有点跛。“唉！肇事车辆逃逸，
住院治疗花了十几万元，掏空了全部家
底，倒欠一屁股债。”

梁建民有两个孩子，带着早亡弟弟的
一个闺女，还有 83岁的老母亲。想起那
段艰难的日子，秦青花躲在厨房门后偷偷
撩起围裙抹了把眼泪。“那年春节回家，兜
里只剩 27元，还是靠亲戚东凑西凑过了
个年。”

2016年，梁建民一家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低保和残疾补助。饭间，梁
建民盘了盘今年的“收入账”。“在村里的

帮扶下，我在镇里一家福利厂做保安，每
月有 2000 元工资。青花在易地搬迁小
区做保洁、帮助统计贫困户信息，每月
950元。儿子和儿媳在外地打工，家里还
种了3亩花椒、2亩柴胡，效益都不错。”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高中文化的秦青花能背诵杜甫的一些
名篇。“杜甫这句诗我背了那么多年，没想
到党的扶贫政策让我圆了梦！”看着眼前这
套窗明几净的扶贫搬迁房子，秦青花满面
笑容。

夜幕下的石壕村历史与现实交织，
续写着时代的变迁。淡黄的路灯下，村
里修建的《石壕吏》碑刻清晰可见，与碑
刻并列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遒劲有
力，古今对照，让人无比感慨。

“当年杜甫描述的是官吏欺压百姓，
而现在我们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站在碑刻前，当了 25年石壕村党支
部书记的孟涛贤说：“这面墙就是一面镜
子，用来时刻提醒村干部勿忘初心。”

石壕村是观音堂镇最大的行政村，18
个村民组，2342人。截至目前，石壕村共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3户 120人，其中脱
贫户37户111人，未脱贫户6户9人。

对于未脱贫的这6户，孟涛贤信心满
满，“政府兜底保障政策齐全，贫困户的
劲头很足，全村上下一条心，不愁啃不下
最后这块硬骨头。”

“两椒一药”是石壕村重点发展的扶
贫产业，贫困户种植辣椒、花椒和板蓝
根、艾叶、柴胡等中药材，每亩补贴 400
元到 600元不等。再加上政府提供种苗
和技术指导，贫困户的积极性很高。从
2018年至今，仅贫困户就种植了 100亩
花椒、50亩辣椒和50亩柴胡。

春末夏初的石壕村夜短昼长。次日，
记者沿着暖阳下的古道告别石壕村。回眸
古道边连绵起伏的山岭沟壕，但见滚滚麦
浪由青泛黄，整块连片的花椒树青果簇簇，
成熟上市可期。（新华社郑州5月19日电）

暮 投 石 壕 村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记者 5月
19日获悉，2020年研招网上调剂服务
系统将于5月20日—6月30日开通。

考生可登录研招网（https://yz.
chsi.com.cn/），使用学信网账号进
入调剂系统，查询各招生单位的专业
计划余额信息。招生部门提醒考生，
要认真阅读各招生单位在其院校信
息栏目里及其他途径公布的调剂办
法，留意招生单位的调剂申请条件。
考生可在计划余额信息列表中，选择
相应的招生单位和专业研究方向，可
一次填报三个平行调剂志愿，每个调
剂志愿提交后即由招生单位锁定，锁
定时间由各招生单位自主设定，最长

不超过 36小时。考生如果收到招生
单位发送的复试通知，须在规定的时
间内回复是否同意参加复试。复试
没有通过的考生仍可继续填报其他
调剂志愿。考生接到招生单位发送
的待录取通知后，须在规定时间内登
录调剂系统确认，否则招生单位可取
消待录取通知。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每个复试通
知考生只有一次机会接受或拒绝。
考生只能接受一个调剂志愿的待录
取，一旦接受待录取通知，表示调剂
完成，将不能再填报调剂志愿、接受
复试或待录取通知，考生一定要慎重
选择是否接受待录取通知。③4

研招网上调剂系统开通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每年 5月第 3周是“全民营
养周”。5月 17日，省卫健委、省
疾控中心、省营养学会联合举行
了2020全民营养周暨“5·20”中
国学生营养日河南启动仪式，即
日起将在全省联动开启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营养健康主题宣传
活动，倡导合理膳食、增强免疫
力、摒弃陋习、预防疾病，引导公
众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
“合理膳食，免疫基石”。什么样的
饮食才算有营养呢？专家表示，与
身体免疫力关系最为密切的营养
素就是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类食
物的摄入更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那么，从哪些食物中可以获
取优质蛋白质？今年“全民营养
周”到来之际，中国疾控中心营养

专家列出了“优质蛋白质十佳食
物”，分别是鸡蛋、牛奶、鱼类、虾
类、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
瘦猪肉、大豆。专家表示，食物蛋
白质的摄入也要讲究均衡适量以
及烹饪方式的变化，比如：建议成
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推荐成人每
日摄入300克牛奶或相当于300
克牛奶的奶制品；鱼类、虾类推荐
食用方法为蒸、煎、红烧等；大豆
类的食用方法推荐豆浆、豆腐、豆
腐干、豆腐脑等，但豆豉、腐乳等
发酵豆制品因为含钠量过高，要
注意控制食用量。③6

本报讯（记者 马禄祯 通讯
员 陈金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三师红星医院 8 名河南援
疆医生放弃休息时间，近日到柳
树泉农场、红星一场开展“送医
下乡”义诊活动。

河南援疆义诊团队开展义
诊期间，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
内科、儿科、妇产科、病理科、麻
醉科、超声科等援疆专家共义诊
服务各族群众 400余人，受到热
烈欢迎。

真情服务暖人心。67岁的
维吾尔族大叔艾买提说：“感谢
河南的专家来看望我们，让我
们不需要大老远地去看病。”
红星医院援疆副院长王英芳
介绍，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的
8 名援疆医疗专家都是各科室
的骨干，通过送医下乡，既解
决了当地群众看病远、看病难
的问题，也对提高当地医生的
诊 疗 水 平 起 到 了 传 帮 带 作
用。③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关注全民营养周

我省援疆医生下乡义诊惠民生

▶5月16日，群山环抱中的汝
阳县付店镇西坪村。近年来，该村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使农民走
上致富路。⑨6 康红军 摄

▼5月17日，孩子们在许昌清
潩河游园赏花。⑨6 牛书培 摄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悦连城）5
月 18 日上午，“大美安阳投资热土”
2020安阳招商大会开幕。本次大会
共邀请 175 名客商参会，并聘请 6位
国内知名企业的负责人、行业领军人
物担任“招商大使”。

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家健为
6位“招商大使”颁发聘书。他们分别
是：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覆铜板材料行业协会秘书长雷正明，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秘书长宫卫，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英，厦门象道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温
兆仁，中国服装协会童装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叮当猫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昭，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董事长方运舟。

首批受聘的“招商大使”将为外来
客商来安投资牵线搭桥，为安阳经济
的转型发展献计献策。

此外，安阳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促进招商引资的若干措施》《“洹泉涌
流”人才集聚计划》《“迎客入安”支持
旅游业发展若干政策》等一系列文件，
旨在掀起招商引资的新高潮。

据介绍，此次大会现场签约89个
项目，总投资额高达 1220.7 亿元，涵
盖了新能源、智能制造、精品钢及深加
工、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文化旅游
等多个领域。③6

安阳招商大会揽金1220亿元

□栾姗

近年来，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手段

不断翻新，隐蔽性越来越强，不法分

子编造美好“钱景”，设定多种套路敛

财诈骗，诱导投资者坠入陷阱。不法

分子骗取钱财后，往往立即挥霍一

空，或者逃之夭夭，令投资者损失难

以追回。

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进一步做好防范非法证券期货

活动宣传工作，中国证监会于 2020年

5月组织开展以“理性投资、远离非法

证券期货陷阱”为主题的全国防范非

法证券期货宣传月活动。

对此，中原期货董事长谢雪竹特

针对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解

答，以帮助投资者认清期货投资，远

离非法期货陷阱，走上正确期货投资

之路。

问：从 1990 年成立郑州粮食批发

市场算起，中国期货市场已走过 30 个

年头，但仍有不少投资者不敢沾染期

货，甚至是“谈期色变”。请您简要介

绍一下期货？

谢雪竹：简而言之，期货就是实现

在未来某一时间以某一事先约定好的

价格买入或卖出标的资产行为的媒

介。通俗地讲，期货不是“货”，而是合

约，并且是国家授权的期货交易所统

一制定的标准化合约。

期货作为一个金融工具，有着发

现价格、风险管理、资产配置等独特的

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尤其在目前已经成为实

体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风险管理工

具，在有关产业企业的成本管理和销

售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

前，我国共有 4家期货交易所，分别是

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

海期货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此外，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组织安排原油、

天然气、石化产品等能源类衍生品上

市交易。

我国期货市场创新步伐加快，期

货品种体系逐渐丰富。截至目前，共

有期货、期权品种达 78个，涵盖了农

产品、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各个种

类，具体品种可登录交易所官网进行

查询了解。

目前，我国有 149 家期货公司，3

万多名期货从业人员。河南共有两家

本土法人期货公司，我们中原期货是

其中一家，拥有全牌照，现有从业人员

180多名。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监

会网站（网址：www.csrc.gov.cn）、中

国 期 货 业 协 会 网 站（网 址 ：www.

cfachina.org）查询到合法期货公司及

其从业人员信息，或者向当地证监局

核实相关机构和人员信息。

但与其他投资不同的是，期货投

资的专业性很强，最适宜产业机构用

于套期保值和机构投资者风险对冲，

单纯进行投机性期货投资的风险性非

常高。基于期货投资在保证金制度下

可以加杠杆等特点，期货投机性资产

的波动性很大，价格异动时需要追加

保证金甚至有穿仓风险，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人们“谈期色变”。同时，

层出不穷的“非法”期货陷阱更是加剧

了这一境况。

问：非法期货都有哪些特征？

谢雪竹：近年来，市面上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的活动。

这些非法交易平台具备期货交易的特

征，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

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允许交易者

以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并且以

“手续费少、门槛低、收益高”等为诱

惑，甚至提供“一对一专家指导”服务，

投资者参与后，往往损失惨重。因为

这些非法期货交易并不受期货监管机

构监管，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

效保护。

此外，投资者应当特别警惕“境外

期货”投资风险。根据我国现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境内单位或个人不

得违反规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境内

投资者参与境外期货所造成的损失，

一般难以追回。

因此，建议投资者在进行期货投

资前，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合法的期

货交易场所、合法的期货交易品种、合

法的期货公司和合法的从业人员，远

离非法期货交易的陷阱。

问：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非法期

货，远离投资陷阱呢？

谢雪竹：只有通过中国证监会批

准设立的期货机构、在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的期货交易，

才是合法的期货交易。因此可以从四

个方面进行判断：

一看业务资质。未经中国证监会

批准取得相应业务资格而开展期货业

务的机构，是非法机构，投资者不要与

这样的机构打交道，以免上当受骗。

二看营销方式。不法分子大多利

用投资者“一夜暴富”或急于扭亏的心

理，采用“10元投资炒白银、5秒开户

做沥青”“买涨买跌都能赚”“一部手机

创业，一根手指赚钱”等夸张、煽动或

吸引眼球的宣传用语吸引投资者。投

资者应当牢记期货投资是有风险的，

不可能稳赚不赔。

三看汇款账号。合法期货经营机

构只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

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

资者在汇款环节应当格外谨慎，如果

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

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四看互联网地址。非法期货网

站的网址往往采用无特殊意义的字

母和数字构成，或在合法证券经营机

构网址的基础上变换或增加字母和

数字。

问：中原期货作为河南本土法人

期货公司，在帮助投资者远离非法期

货陷阱上都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谢雪竹：投资者保护工作是一项

长期、持续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中

原期货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之一，

始终牢记投资者保护职责，履行保

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的使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不

断提升投资者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丰富投资者教育内容和形式，帮助

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意识，努力培

育合格、理性、成熟的投资者队伍，

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和股东单位中原证券一起，

联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立了国家级

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这是河南

省唯一一家国家级教育基地。

二是发挥专业优势，做优做专期

货投资咨询业务。公司高度重视投

资咨询业务，严格规范投资咨询业务

行为，提高投资咨询人员素质，确保

各项研发成果、投资建议真实、客观、

专业。

三是创新开展“线上+线下”双模

式投资者教育及保护工作，引导投资

者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远离非法期货

交易陷阱。公司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传

播速度快、覆盖群体广的特点，通过官

方网站、官方微信、短信平台、交易端、

行情端等信息互联平台，以广大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定期发送期货投资

的基本知识、交易规则及防范非法期

货的相关内容，促进投资者全面认识，

明晰期货交易规则，远离非法期货；线

下宣教活动开展主要以走进社区、走

进高校、走进群众等形式为主，通过摆

放宣传展架、播放宣传视频、发放宣传

折页、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典型案例、活

动问卷调查以及知识有奖竞答等方

式，不断加强与投资者的主动联系沟

通，深入到群众中间，面对面解决投资

者的疑惑，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受到

多方好评。

中原期货：理性投资 远离非法期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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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中国“两会时间”

即将开启——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

期的 2020 年全国两会，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之际召开。

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国抗疫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一个显著

标志；对世界而言，这是有效推

进全球抗疫的一抹耀眼亮色。

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全国两会的召开必将凝聚

气势磅礴的中国力量，发扬万众

一心的中国精神，增强一往无前

的中国信心，团结亿万人民在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考”中创造新的业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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