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体育16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周倜 封锐 蔡矜宜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发布登记：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17号 广告部电话：（0731）84326026、84326024 邮箱地址：4326042@126.com 零售：每份2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0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下期奖池：1252426576.78（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091 5 9 9
排列5 20091 5 9 9 8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0039 01 05 15 22 31 02+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10000000 20000000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重要指示
激励干部群众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再接再厉 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20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
族实现整族脱贫的关心传到了位于大
环江畔的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干部
群众倍感温暖。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继
续奋斗，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
响，集中力量啃下脱贫硬骨头，坚定不
移跟党走，再接再厉建设好家乡，奋力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总书记的关
怀既是激励也是鞭策，让我们在脱贫攻
坚的路上坚定信心跟党走。”环江县下
南乡党委书记覃纯果说。

环江县下南乡 98%的人口都是毛
南族。脱贫攻坚以来，毛南族群众在党
的政策关怀下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很
大变化。如今，走进南昌屯，只见一幢幢
崭新楼房依山而建，在绿荫映衬下，蜿
蜒曲折的石板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前。

在环江县城西移民安置区的扶贫
车间内，今年 45 岁的莫桂圆正在赶制
校服。2018年以前，莫桂圆还住在大山
里，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和扶贫车间务
工，2019年莫桂圆一家摘掉了贫困帽。

“能搬到县城住，还能在家门口就
业，我们一家人都很珍惜。”莫桂圆说，

“虽然我们民族人口较少，但习近平总
书记的关心一点都没有少。我们要更努
力加油，日子还会更好。”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
新起点，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环江县川
山镇塘万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珊珊说，塘
万村虽然脱贫了，但她不会懈怠，将继
续带领群众谋生产、共发展，力促塘万
村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增强村级自
身“造血”功能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让贵州省平塘
县卡蒲毛南族乡的干部群众心潮澎湃。

乡长石通佾说，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毛南
族民族发展，在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下，我
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卡蒲乡人口近1.4万人，其中毛南
族人口占 97.9%。石通佾说，这几年村
里发展了蔬菜、中药材、生态禽等产业，
增加了村民们增收就业渠道。我们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
加大力度发展特色产业。

“我们毛南同胞一定不辜负党和国
家对我们的关爱，初心不改，继续奋斗，
把日子越过越好。”石通佾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蔡矜宜

“断了的弦，再怎么连，我的感觉你
已听不见……”

18日，此前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
山景区失联的女翼装飞行员、95后大学
生刘某，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
密林内被发现，已无生命体征。

天门山的大风和一顶没能打开的降
落伞，切断了一个本该绽放光芒的“生命
之弦”，也留给人们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挑战自我”是极限运动爱好者们
的关键词，但不少挑战者在一次次进阶
后，渐渐忽视了“最大限度”与“生命安
全”之间这根弦。

2017年，自称“国内高空挑战第一
人”的吴永宁在长沙表演时出现失误，
意外从空中坠落，2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事故之后，其为了“网络人气和打赏”铤

而走险“玩命”的“背后的故事”，更令人唏嘘。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能做的就是准备充分、

量力而行、懂得放弃。
翼装飞行，这个死亡率高达30%的项目，对

参与者的体能、技术等更有着极高的要求，需要
经过长期的、系统的专业化训练。

资料显示，刘某接触翼装飞行的时间约三
年，由于她在入门前已经累积了200次独立跳
伞的经验，所以上手的速度较旁人更快。虽说并
不是“菜鸟”选手，且具备正规的专业资质证书，
但3年的经验真的足以应对天门山复杂的地形
与气流环境吗？

每一位极限运动挑战者都是勇士，每一名
勇士都值得敬佩！然而，热爱极限运动的同时，
更要对生命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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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9日深夜宣布，从即日起，巴勒斯坦停止履行与美国和以色列
达成的所有协议，以及基于这些协议的所有义务，其中包括安全义务。

分析人士认为，巴勒斯坦此番表态意在表达对以色列执意推进吞并巴勒斯坦约旦河
西岸部分土地计划的强烈不满，但停止履约能否真正执行、收效又会如何则仍有待观察。

停止履约，巴勒斯坦的无奈选择

引发巴方此次表态的导火索，是
以方计划于近期在美国“中东和平新
计划”下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
以色列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蓝白
党4月下旬签署联合政府协议，同意
从7月1日开始推进吞并约旦河西岸
部分地区的计划。利库德集团领导
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
方将在未来数月内对约旦河谷和约
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行使主权。

曾经多次警告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以来，巴方
已多次对以美侵害巴利益的行为发
出停止履约的警告。美国今年1月底
公布所谓“中东和平新计划”后，阿巴
斯2月初即表示，如果美国强推该计
划，巴方将中断与美以安全合作。此
后，阿巴斯又多次表示将重新考虑甚
至取消与美以达成的所有协议。

目前巴以间的协议主要是双方
于1993年达成的《奥斯陆协议》，其
核心原则是“土地换和平”。

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巴方停止履
行“安全义务”，约旦河西岸将出现安

全真空。目前被压制的力量——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巴勒
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激
进派别可能东山再起，巴以可能再次
回到以暴制暴的老路上。

实际无牌可打

尽管阿巴斯表态强硬，但分析
人士指出，停止履约真正实施起来
绝非易事。

首先，巴以在经贸、安全等领域
有较大合作需求。以色列是巴勒斯坦
的最大贸易伙伴，有近10万巴勒斯坦
人在以务工。在安全领域，巴民族权力
机构与以方分享情报，联手对抗哈马
斯等组织。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巴以
在应对疫情方面也多有合作。

其次，如果真正停止执行巴以
所有协议，就意味着需要解散巴民
族权力机构。该选项被视为巴方向
以方施压的“最后一张牌”，不到万
不得已不会打出。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以方强硬行
为，巴方反击手段有限。以方通过修建
隔离墙等手段使巴武装人员难以在以

色列内部制造袭击；巴方曾多次尝试
在国际法庭起诉以色列，但无法给以方
造成真正压力；而巴方依靠的阿拉伯国
家中很多与以色列往来密切，它们愿意
在多大程度上力挺巴方也难以预测。

以方或有变数

虽然巴方对以方的步步进逼没
有太好的办法，但从以方看，其对约
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吞并行动是否
会真正实施也仍有变数。

有以色列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吞
并西岸部分土地是内塔尼亚胡的一
张大选牌，近两次大选前他都把这张
牌亮了出来，目的是争取右翼和极右
翼势力的选票。鉴于目前他已经成功
连任，不再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引
发国际社会愤怒。

另有分析认为，以色列政府是否
继续推进吞并计划还会受美国总统
选举选情影响。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
登曾明确表示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
河西岸部分土地的单边行动。如拜登
当选，巴以局势或将有所不同。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突出重点做好常态化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5月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
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部署，有针对性强化薄弱环
节，适应疫情变化及时加强重点地区、
重点领域防控，防止疫情反弹。加强疫
情防控国际合作。总结推广“五一”期间
疫情防控和复业复市的有效经验做法，
完善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中的常态
化防控，促进消费和经济加快回升。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境内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但局部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
的风险依然存在，仍存在一定数量的无
症状感染者，不可掉以轻心。重点要加
强对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尽快查清传
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继续做好扩大核

酸检测范围工作，及时发现无症状感染
者。对无症状感染者除严格落实医学管
理措施外，一旦出现症状要立即转归确
诊病例，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
信息。对防控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及时通
报，各地要举一反三，盯住散发，严防聚
集，完善防控工作。

会议听取了“五一”假期疫情防控工
作效果评估情况汇报。经综合评估，假期
疫情防控取得较好效果，全国每日新增确
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数、尚在医学观察的无
症状感染者和本土密切接触者人数等均
低于假期前水平。各地、各有关方面行之
有效的防控举措，为做好下一步长假或较
大规模人员流动聚集情况下的疫情防控、
扩大复业复市范围积累了经验。要在此基
础上完善常态化防控措施，推动生活服务
业加快全面复业复市，满足人民群众正常
需要，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会议指出，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要
适应防疫形势，按照防疫规定做好防控
工作，保障两会安全顺利举行。

李克强：

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2020 年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5月2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
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近年来，
我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
护政策措施，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得到各方面广泛认可。各地区、各相关
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着力健全法规制度，大力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扎实做
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推动构建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结合
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进
一步增强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