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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光山县的帅洼村，虽然处在大别山腹地，

却拥有“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生态文化村”“国

家森林乡村”“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示范

村”等多项荣誉称号。从曾经的贫困村蝶变为

今天的明星村，帅洼村的秘诀是，用好绿色资

源禀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绿水

青山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去年金秋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时，第一站就来到了大别山革命老区，总书记

强调指出，“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

忘记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

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是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当前，脱贫攻坚

已 进 入 最 后 的 冲 刺 阶 段 。 我 省 贫 困 人 口 有

70%以上在大别山区、伏牛山区、太行山区、黄

河滩区。大别山革命老区，涵盖我省的信阳

市、驻马店市全境，南阳市的桐柏县、唐河县，

无论是地理面积还是人口数量，在我省发展大

盘中占比不小。这就意味着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是我们必须攻克的“腊子口”和“娄山关”。

帅洼村的脱贫之路告诉我们，让老区的群

众“干活挑着金扁担”，继续在致富路上奔跑，走

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金扁担”要一头挑着绿

水青山，一头挑着红色文化资源。高质量发展的

赛道上，特色就是竞争力、生命力。我省大别山

革命老区山清水秀，既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也有

深入人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在疫情防控常态条件

下，“红绿”资源是振兴发展的“硬核支撑”。

疫情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绿

色健康成为鲜明的发展底色。新县田铺乡田铺

大塆，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中原文化、楚文化、

徽派文化在此交相辉映，是一个别具特色的传

统村落。近年来，村里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发展

起 20多家创客小店，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淮滨

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淮河生态经

济带发展规划》建设临港经济区，着力打造我省

到非洲的贸易直通港，开辟豫货出海新通道。

光山县用好农村电商新平台，咸麻鸭蛋、黑猪腊

肉、红薯粉条、甜米酒等“光山十宝”卖到全国，

绿色农产品成为靓丽名片，既促进群众就近就

业脱贫致富，又改善生态环境……正在传颂的

好故事不断证明：“红绿”资源既是我省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比较优势，更是后发优

势。

把大别山精神传承好、弘扬好，坚持走绿

色发展的路子，扎实做好夯基础补短板功课，

让“绿”的更绿、“红”的更红，让“红绿”资源相

映生辉成为鲜明底色，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农

民增收、生态良好，我们定能加快构建大别山

革命老区发展出彩新格局。10

‘红绿’资源既是我省大别山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的比较优势，更是
后发优势。

今日快评 众议

画中话

□丁新科

生育政策面临新变化。6月 3日，新修改的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经河南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条例》明确提

出，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这则新闻迅速在网上引起热议。事实上，全面二

孩政策实施后，地方人大根据中央最新精神对原

有人口政策进行相应完善调整，是应有之义。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对于

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逐年减弱。2018年，全国新

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 200万，其中既有育龄妇女

数量减少的原因，也与一孩生育比例下降有关。

是什么让年轻的夫妇在生娃的问题上变

得犹豫不决？虽说国家层面在提倡生育两个

子女，但决定一个家庭是否再要一个孩子的原

因复杂多样，育龄夫妇都面临着“谁来养”“如

何养”的现实问题。

经济压力是首要因素。除去物价自然上涨

的因素，众多女性发现，二宝的养育成本，普遍

要比大宝高出不少。保姆费、入园费一年一个

价，教学质量稍微高一些的幼儿园更是一位难

求。“谁来养”的问题更为复杂，养一个娃已经把

人累得够呛，再生一个孩子，日常照顾都是问

题。笔者的一位朋友，媳妇看不惯婆婆用嘴嚼

馒头喂孙子，婆婆看不惯媳妇“买买买”，婆婆一

怒之下甩手回了老家。到了生二宝时，俩人无

奈之下再次求助双方父母。关于孩子的养育问

题，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影响生育的潜在因素还有女性就业公平的

问题。生育补贴、带薪休假这些基本福利不同

地区、不同单位差别极大，女性为了生育，往往

还牺牲了晋升的机会。笔者的一位女性朋友，

在知名互联网企业工作，年纪轻轻就晋升了区

域总监，顺风顺水的她，顺势要了二孩，但休假

回来，发现不仅岗位被原来的下属顶替，还不得

不忍受薪酬下降等多种降格待遇，无奈之下只

好跳槽。经历过如此变故，她感慨道，职场竞争

对生育女性太过残酷。

保障“生得下，养得好”，配套政策要跟上。

从去年起，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设计子女

教育支出项目，对于有子女抚养教育任务的广大

纳税人来说，的确减轻了部分负担。为解决群众

接送孩子的现实困难，郑州去年开始在金水区中

小学试点午餐配送，推行四点半课堂，缓解了职

工群众的“接送焦虑”。今年，这项试点工作在中

小学复课后全面铺开，受到家长们的广泛认可。

这样的民生政策，指向精准，符合实际，从不同方

面弥补了当前人口政策的薄弱环节，再次证明了

提高政策系统性、协同性的必要。

生与育密不可分，化解现实的烦恼，消除生

育后顾之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把制约生育问

题一个个堵点、难点解决了，生育焦虑得到缓解

了，人口均衡发展才能实现。10

乐见“后备厢市集”归来

少问材料 多问民声

“红绿”资源是“硬核支撑”

从容而“生”，谁说了算？
豫论场

6 月 1 日，河南郑州。随着“地摊经济”兴

起，不少市民开着私家车来摆摊，打开后备厢

直接变摊位。一位女摊主称，自己是上班族，

本来就喜欢逛夜市，现在利用业余时间来摆

摊，增加点额外收入，每天营业额差不多有一

千元。（见6月3日梨视频）
这种“后备厢市集”，前些年曾经流行过。

一辆车就是一个店，后备厢就是货仓兼柜台。

后备厢市集的摊主，基本上都是学生或者有稳

定工作的白领，摆摊只是副业，有的想锻炼经

商 能 力 ，有 的 纯 粹 图 个 好 玩 ，给 生 活 增 添 乐

趣。正如摊主们所说，比起那些下班就宅在家

里看电视，或者去逛街唱 K 的同龄人，感觉自

己“酷酷的”。而且，许多摊主卖的是自己亲手

做的工艺品，又以诸如“吉他弹唱民谣”来吸引

路人，还氤氲出一种文化的气息，丰富了社区

文化，成为城市的一道文化风景。

如今，随着“地摊经济”再次兴起，“后备厢

市集”出现了归来的趋势。当然，与之伴生的，

还有如何管理的问题。比如，容易堵塞交通，

有可能干扰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等，都存在如

何管理的问题。在对它们宽容以待的同时，需

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在更好地支持

年轻人创新创业、体验另类生活的同时，为“地

摊经济”增加勃勃生气。2 （钱夙伟）

“上面检查什么，我们就准备什么。下面负

担重，病灶在上面”。近日，笔者在和一位副乡

长讨论基层减负时，听到这样一种声音。明知

道有些会议不必开、有些表格不必填、有些材料

不必报，可为什么基层干部还要加班加点地搞，

甚至熬夜去“造”、去“补”？就是因为上面督查

这些，怕搞少了考核不过关。

基层干部身处一线，对各种负担体会最深，

一语就戳中了问题要害。试想一下，如果上面

督导检查多到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问

一问，把重点放在走村入户访民情上，基层干部

的注意力马上就会往“实地”转移，时间和精力

也会往民生实事上倾斜，因为考核是个指挥棒。

少问材料、多问民声，等于给了群众更多

“话语权”，也有助于让基层干部从“重材料轻落

实”的形式主义桎梏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

精力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为群众干实事、解难

题，赢得群众的认可和信任。从这个角度说，为

基层减负必须用好检查考核这个指挥棒，深入

基层一线，多看“后院”和“角落”，少看“门面”和

“窗口”，从而引导基层干部心无旁骛抓工作、轻

装上阵干事业。10 （黄海涛）

据《绍兴日报》报道，最近杭州街头出现一组绿色的停车位，车主可以在“绿泊位”上限时
停车20分钟，这20分钟里既不收费，也不会被贴罚单，方便市民停车办事、购物，受到杭州
市民的广泛好评。10 图/王铎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体育场馆开门“上新”

体育彩票公益金助力郑州体育“全面发力”

▲可提供单人模式和竞赛模式的智能竞赛车。
◀健身者通过仰卧起坐进行身体素质测试。
本报通讯员 雷乃益 摄

河南全民健身收到捐赠“大单”

体彩大乐透

大派奖“赛程”过半
送出156注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黄晖）一场爱心公
益捐赠仪式 6月 2日在河南省体育发
展基金会举行，河南省体育发展基金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继生，从威宏控股
集团董事长许新居手中接过了该集团
所属河南省巴迪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捐赠的价值261万元的体育用品。

郭继生表示，这批物资是近几年
收到的较大的一批，有运动衣、运动
裤、运动鞋、运动袜、球员护胫、网球和
遮阳伞等，将被用于体育进社区、体育

比赛、全民健身、支持贫困地区体育活
动等公益事业。

巴迪瑞公司董事长王鑫月表示，
此次捐赠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巴迪瑞
将投入更多精力，助力河南体育事业
的发展。郭继生介绍，今年基金会的
工作重点将是帮助贫困地区和老区、
传统体校、教体结合比较好的学校建
立较为专业的体能训练房，“我们这项
活动是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联合进
行，计划今年底全部建好。”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跑步、打球、跳操……早晨的郑州市
体育场充满了热腾腾的人气，“一天不运
动感觉缺点什么，每天来这活动活动，出
出汗，跟朋友聊聊天，才算圆满。”正在场
边上抖空竹的孙阿姨告诉记者，因为离
家近，来这锻炼很方便，对于体育场对外
开放的举措，孙阿姨连连点赞。

作为省会，郑州是体育彩票公益金
最大的受益城市之一。近年来，郑州市
体育事业在体彩公益金的持续投入下，
加大了各类体育健身器材安装力度，城

市社区健身路径全面普及，“15分钟健
身圈”“下楼就能锻炼”成为现实。此
外，定时定期向群众免费开放的各体育
场馆、贯穿全年的“百项群众体育赛事”
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体育生活。

蓬勃发展的全民健身运动，让大
家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体彩公益金带来
的实惠。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另一重
要方面，郑州的竞技体育成就同样可
圈可点，先后培养出邓亚萍、孙甜甜、李
雪英、宁泽涛、尹笑言等奥运冠军、世界
冠军，还是省运会金牌总数、奖牌总数
且总分全省第一的保持者……而这

些，都得益于体彩公益金的全力支持。
在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举重队，

17岁的马战骉不停地搓着自己那长
满老茧的双手，“训练很辛苦，能出成
绩就值了！”对于这些老茧，他觉得就
像自己的“勋章”一样。问起理想，羞
涩的少年胸有成竹地表示：“全运会第
一名”。“与以前相比，现在无论是训练
条件还是日常的营养品发放，都提高
了不少，感谢体育彩票公益金，成为我

们坚强的后盾！”说起近年来的变化，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举重队教练沈秀
娣深有感触。

体育扶贫也是体育彩票公益金使
用的一个重要领域。据了解，2017年
至 2018年，郑州市的 248个贫困村实
施安装了农民体育健身升级工程，全
市 的 贫 困 村 体 育 行 业 脱 贫 率 达 到
100%，体彩公益金的公益性由此惠及
了更多群众。⑥11

截至 5 月 30 日开奖的第 20043
期，体彩大乐透9.9亿大派奖已完成14
期 开 奖 ，“ 赛 程 ”已 过 半 。 截 至 第
20043 期，本次派奖期均筹集公益金
超 1.2 亿元，共送出 156注一等奖，为
超 5195 万人次送去了幸运奖派奖的
欢乐和惊喜，充分体现出本次派奖的
普惠特点，3元最高可中3600万、所有
奖级都派奖…… 目前，9.9 亿元大派
奖正在火热进行中，只要追加投注就
可参与，畅享派奖带来的乐趣。

借派奖的“东风”，大乐透公益金
筹集金额节节攀升，截至第20043期，
体彩大乐透 9.9 亿大派奖期间共计筹
集公益金16.99亿元，期均筹集公益金
超 1.21 亿元，其中第 20034期筹集公
益金1.30亿元，为史上最高。

体彩大乐透上市 13年来，一直是
筹集体彩公益金的“主力军”，其公益
金提取比例高达 36%，也就是说每购
买一注 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 0.72元成
为体彩公益金。上市 13年来，体彩大
乐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 950 亿元，这
些公益金和体彩其他游戏筹集的公益
金一起，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教育助学、扶贫、文化事业、红十
字事业、法律援助、全民健身、奥运争
光等各个领域，惠及百姓日常生活。

截至第 20043 期，大乐透派奖期
间共开出 156注一等奖，其中 87注采
用追加投注，分享了 2.78亿元派奖奖
金。共有来自全国 29个省（区、市）的
幸运购彩者，分享了 156注一等奖，呈
现“雨露均沾”的态势。其中，广东中

出 17注，数量上拔得头筹；福建中出
14注，数量排名第二位；河南、江苏、山
东各中出13注，数量排名第三位。

派奖期间，一等奖期均奖金高达
1176 万元，其中 2000 万元及以上大
奖 32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
20040、20043期，陕西、宁夏和甘肃的
三地幸运购彩者分别中得 1 注 3600
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创下目前国内
彩市的单注奖金纪录。

派奖前14期，共有超5195万人次
分享了幸运奖派奖奖金，累计送出派奖
奖金2.83亿元，充分体现出本年度大乐
透派奖的普惠特点。本次派奖囊括所
有奖级，尤其是以往派奖鲜有惠顾的二
等奖，今年不仅参与了幸运奖派奖，还
令购彩者收获颇丰。以第20034期为
例，当期二等奖中出 65注，每注奖金
28.63万元，其中 39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22.91万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 51.54万元。这
39注追加投注的二等奖中，有5注收获
幸运奖派奖奖金，按二等奖幸运奖2倍
或 1.6倍的派奖金额来算，当期二等奖
单注最高总奖金达到103万余元，一举
突破百万元，奖金成色十足。 （于彤）

□本报记者 黄晖

“体育场了解到我们迫切想恢复
晨练的愿望，做了大量工作，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做好防护措施，安排我们
错峰晨练。能到这里恢复锻炼大家都
很高兴，我们会努力把我们的全民健
身站点搞好，把全民健身的事业搞
好。”6月 3日清晨，省体育场，马凤英
操舞指导中心指导员、国家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韩宇静告诉记者。近日刚刚
开放的省体育场健身园，正在恢复往
日的热闹。

随着疫情防控持续向好，户外健
身需求也在同时升温，体育场所的开
放成为势所必然。目前，堪称全民健
身“地标”的省体育中心和省体育场，
已双双重新打开了大门。

“经常接到健身爱好者打来的电
话，跑到门口来问的人也很多。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就提出了开放申请，先
开放室外，室内暂不开放。”河南省体
育场场长李祖平介绍。

省体育中心主任黄礼也告诉记
者：“群众健身热情高，防控形势向好，
我们就申请开放了。”5月中旬，省体
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和健身园区相继恢
复开放。

形势持续向好，但公共空间里的
健身锻炼活动，仍要绷上一根“防控”
的弦。

“所有器材定时消毒，考虑到有的

消毒产品会影响接触手感，我们还会
选用酒精消毒。”黄礼说，“游泳馆更严
格，登记、测体温、扫码是必须的，泳池
消毒用的是砂缸、臭氧和活性炭多重
消毒，在全国数一数二，比普通消毒剂
副作用小、效果却好得多。此外还要
控制每个泳池、泳道的人数，增加每天
的水质检测次数。”

李祖平也介绍：“我们的健身场所
路径，都要进行一天三次的消毒。人
数也是分时段控制的，每个时段不超
过 600人，还适当缩短了每天的开放
时间。室内场馆正在申请开放以后也
会有间隔距离、测体温、消毒等措施。”

重开大门的体育场馆，不仅给很
多健身爱好者带回了久违的喜悦，其
实还有“惊喜”。

在省体育场健身园，一台刚刚安
装的新型智能化健身器材一直保持着
旺盛的人气，很多人驻足观看、争相体
验，现场的志愿者则在进行指导：“大
家扫二维码开始锻炼，锻炼数据可以
直接看到，锻炼习惯和效果后台大数
据可以存档并随时调看。”

据介绍，整个健身园的器材已经
升级为第 2代器材和第 4代智能健身
器材。其“智能”之处在于可以通过身
高、体重、心肺功能、握力、纵跳能力、
反应速度、平衡能力、身体柔韧性等测
试，给健身者提供一份身体素质报告，
根据报告给出运动处方，达到科学指
导健身的目的。

在省体育中心，类似的智能化健身
设备也已经投入使用，篮球场、健身路
径的改造以及地面铺装也已计划启动。

公共健身场所的设施升级，也是
一盘全省“大棋”的一部分。省体育局
群体处副处长郭志华介绍，为了确保
十三五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目标的完
成。全省各级体育部门把全民健身设
施建设纳入脱贫攻坚和百城提质中，
总投入超过二十亿元，共建设全民健
身综合馆、社区全民健身中心、室外体
育活动广场、体育公园、老年人健身

园、健身步道、乡镇行政村、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等健身设施 2万余处，配置
体育健身器材 30万件以上。今年的
任务按计划完成以后，我省所有乡镇
行政村体育健身设施将实现全覆盖，
所有的城市社区都将建成 15分钟健
身圈。

“公共体育服务在强调均等性、普
惠性的同时，也注重和加强对老旧健
身设施的改造和提档升级，在全省逐
步推开新型化、智能化的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郭志华说。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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