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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森店村曾是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
县“远近闻名”的穷村，2015年全村整体
脱贫。按理说，村党支部书记鲍际英肩上
的担子小了不少， 但在记者驻村调研的
20多天里，却发现他经常眉头紧锁。

记者问原因，这个被晒得黝黑的汉
子望着漫山遍野的果树说：“靠外力实
现的脱贫，有可能像手扶井绳，手一松
就出溜了。啥时候能像井杆一样，能扶
起来又能立得住，就不怕了。”

“带着大伙儿找一条新路”

青龙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大森店村祖祖辈辈就被夹在两个山沟
里，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都被乡亲们开垦
出来，即使如此人均耕地仍不足1亩。

刘海茹2002年嫁到这个村时， 村里没
一条像样的路。“当时， 没人愿意挑头儿，村
里的党员只好轮流当村支部书记。”65岁的
鲍振起说。2001年底，村党支部开了两天

会，决定让年轻人上。那年鲍际英31岁，
村委会“欠着20多万元的饥荒”。

这个事在家里炸开了锅，家里人也
不支持。“他爹不同意， 说你要干就断绝
父子关系。”鲍际英的母亲回忆说。“老人
是为咱好。”鲍际英说：“大伙儿信任，我就
得带着大伙儿找一条新路。”

咱村只有山， 干什么能挣钱？2002年
春，鲍际英召集村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决
定，栽果树。几个月工夫，资金跑下来了。可
是，村里世代种大豆玉米，要栽果树很多
人有顾虑。鲍际英二话不说，扛着把锹先
翻了自家的地，又带领村民开荒坡栽黄冠
梨树苗。两年后的秋天，栽了梨树的村民
收获了“黄金梨”，有了收入。

见此， 全村都动起来了。2007年鲍
际英又张罗着成立果品合作社。鲍承志
第一批入股合作社，除了分红，在合作社
拾掇果树、施肥打药，也都有收入。村里
还成立了养羊合作社、食用菌合作社等，
村民收入不断增加。

“大家伙儿劲往一处使”

2014年，全村246户，有238户搬进

了新区的楼房。 不少村民告诉记者：“别
看鲍书记现在看着这房子乐颠颠地，当
初也犯愁着呢。”

2009年，鲍际英盯准了县里易地搬迁
政策，召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村民代表
商议建新农村。按当时的政策，村民可用
老房子、 宅基地置换楼房。“哪有这种好
事？”几乎没人相信。有村民代表说：“你要
是能盖楼，我家村口那块平地让你盖。”这
是村里唯一一块窄长条平地。鲍际英丝毫
没犹豫：“你要是签字，就在那儿盖。”

征地、赔偿、平整，就要开工建设时，
市里的易地搬迁政策发生变化，原先不
用出资的村民，按照新的政策需要出一
定的钱。鲍际英一下子坐在了“火山口”。
村民们涌进他家吵着要说法。

“压力太大了，几天几宿睡不着。”鲍际
英说，后来村里开会研究，如果大家愿意盖
就集资， 不愿意盖就把征来的地退回去。
“没想到， 几天内就有100多户交了钱。”鲍
际英说，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后来政
府也给了资助，新区终于建了起来。

“宁扶井杆一尺，不扶井绳一丈”，鲍
际英用一句当地俗语给大家伙儿鼓劲
儿，大意是井杆能扶直，井绳扶不起来。

有些村民致富的“志向”还没立起来，“大
风刮油炸糕都不知道张嘴”，鲍际英决心
要拉着他们走。

“要走共同致富路”

只要有空，鲍际英每天都到老村子
走走。他记挂着依然没钱集资建楼房的
家庭。其中，大部分是五保户、低保户。

63岁的鲍承坤是低保户，曾患过脑
血栓，两个儿子长年外出打工，他一个
人住在老房子里。 房屋一度成为危房，
还是村里帮着加了固。“乡亲们怕生病
啊，每次看着他们的境况，尤其是得大
病的人，我也很犯愁，出路在哪里？”鲍
际英对着记者，眉头又锁起。

如何让乡亲们在致富路上不掉队，是
鲍际英最操心的事儿。 根据他的规划，村
民们搬到大森店新区后， 腾出来的100多
套老房子可以改造成农家院，重点发展乡
村旅游， 等集体经济壮大了可以给五保
户、低保户等困难家庭更多照顾。

鲍际英把这些想法都放到了村委会
展板上———户户有股份、 天天有钱赚、人
人得幸福。现在，鲍际英时常对着办公桌
对面张贴的村五年规划冥思苦想：脱贫不
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要让村民富起来。

“走共同致富路， 让村民真正幸
福。” 大森店村委会大门外写着的这个
大标语， 是鲍际英和村民们共同的愿
望。“井杆虽然扶起来了， 还要自立，要
像树一样扎根。”鲍际英说。

（据新华社石家庄5月22日电）

“井杆要自立”
——— 一个脱贫村党支部书记的心愿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周玉仍是领军人物

“数据不差， 但细节还得回去抓
一抓。” 20日上午， 在夺得500米女子
单人皮艇冠军后， 周玉扛着艇， 走到
李会军教练跟前听取赛后点评。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皮划艇静水比
赛， 周玉与吴亚男搭档， 夺得500米
女子双人皮艇第四名， 创造中国皮划
艇在该项目的最好成绩； 2016年里约
奥运会， 周玉获得500米女子单人皮
艇第六名； 上届全运会收获200米、
500米女子单人皮艇两枚金牌； 此次
全国锦标赛暨全运会预赛在两个单人
皮艇项目双双折桂……被网友称为

“水上飞” 的周玉， 无疑是目前我国女
子皮划艇静水项目的领军人物。

“靠谱儿。” 谈及周玉为出征天津
全运会所作的准备， 省皮划艇队领队
张贤桂感慨道。 他介绍， 自结束里约
奥运会征程后， 周玉只稍做调整便在
常德柳叶湖水上运动基地恢复训练。

“皮划艇是一个非常注重体能的项目，

训练的系统性与体能的稳定性保证了
周玉的良好状态。” 张贤桂告诉记者。

“有谱儿。” 谈到目前周玉的备战
状态， 李会军教练如是说。 这位带了
周玉十几年的教练告诉记者， 未来3个
月周玉将会全力冲刺， 将在细节上做
更多的细化，“丫头自己心里很清楚，
接下来她该怎么去努力去突破， 我相
信她。” 李会军说。

天津全运会是周玉参加的第三届
全运会。 2009年全运会， 她拿下500
米女子单人皮艇冠军； 上届全运会，
她更是一举斩获女子200米、 500米单
人皮艇双金。 本次预选赛， 周玉在这
两个项目再拔头筹， 再次扛起皮划艇
湘军的“大梁”。 能否在这两个项目上
成功卫冕，拿到全运会500米女子单人
皮艇项目的“三连冠”，着实令人期待。

“目前周玉自身的状态保持、队内的
保障协调等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 期
待她在全运会赛场的精彩表现。” 省水
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跃龙告诉记者。

移师天津冲刺全运

天津全运会将于8月27日拉开战

幕， 已获得6张全运会入场券的皮划艇
湘军已开始最后的冲刺。

罗跃龙告诉记者， 皮划艇队日常
训练分布在常德柳叶湖畔和澧县王家
厂水库， 分别由李会军与贾岩两位教
练坐镇指导。 结束预选赛后， 全队无
暇休整， 不再返回湖南， 即刻“移师”
天津， 两位教练将各自带队进行分组
封闭集训。

“提前3个月到天津集训，也是想尽
早适应并熟悉那边的环境、气候，让队
员提前感受大赛氛围。同时，在营养、医
疗等后勤方面也将全力保障。” 罗跃龙
说，接下来的备战，全队训练模式以突
出重点优势项目为主，非优势项目也不
松懈，全力冲刺全运会。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全队以年轻
队员为主， 大多数为95后甚至00后。
此次预选赛11人的阵容中， 只有周玉
和崔旭东有过全运会参赛经历， 但小
将表现可圈可点， 丁来仪、 陈晨、 毛
娟、 张宽、 肖帅宇5人将首次站上全运
会赛场， 给湖南皮划艇队带来新的生
机。 罗跃龙表示， 本届全运会备战对
于小将而言， 是一次非常好的成长经
历。

“蛟龙”号23日在世界最深处下潜

� � � �搭载“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的“向阳红09”科
学考察船5月22日上午
抵达马里亚纳海沟作业
区， 中国大洋38航次第
三航段科学调查正式展
开，“蛟龙”号计划5月23
日在世界最深处的马里
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
进行本航段第一潜。

图为5月22日，科考
队员用温盐深仪（CTD）
进行海水温度、盐度、深
度等调查。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开展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确定在北京市、安徽省、陕西省等15个省份的100个县
（市、区），重点围绕城乡规划、重大建设项目等25个方面开展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指出，试点工作要坚持需求导向、重点突破、标准
引领等原则，紧密联系实际，力争通过一年时间试点，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可考核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和规范，不断提升
基层政务公开能力，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方案》要求，试点单位要依据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
全面梳理政务公开事项，逐项确定公开标准，明确公开事项的
名称、依据以及应公开的内容、主体、时限、方式等要素，汇总
编制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承担试点任务的省份于2017年
8月底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任务措施，指导试点单位有
力有序开展工作，确保2018年8月底前完成试点各项任务。

15个省份开展基层政务
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

国办印发《方案》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2日公
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国家网信办有关
负责人表示，出台细则旨在进一步细化《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有关条款，提高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促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据了解，细则共十八条，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许可条
件、申请材料、安全评估；许可受理、审核、决定；监督管理要求
等作出要求，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细则提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采
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获准提供互联网新闻
信息采编发布服务的， 可以同时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服
务。获准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平台服务，拟同时提供采编
发布服务、转载服务的，应当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
布、转载服务许可。

明确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类别

国家网信办公布《细则》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2日说，中
方有关部门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
进行审查。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透露上述情况。
有记者问：有消息称，中国政府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扣留了6

名日本人，你能否介绍有关情况？他们被扣留的原因是什么？
华春莹说：据了解，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

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并根据《中日领事协定》
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相关领事机构。

此外，对于有记者提到《纽约时报》报道近年有多名美国
中央情报局的线人在中国被抓获，华春莹表示，有关报道的具
体情况她不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按
照中国有关法律授权，对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人
员和行为依法开展调查和处置，有效履职尽责。”她说。

6名日本公民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

外交部：中方依法进行审查

将重建与沙特
传统盟友关系

特朗普：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国家海
洋局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公
开发布《中国的南极事业》报告，这是我
国政府首次发布白皮书性质的南极事
业发展报告。

我国首次发布
《中国的南极事业》报告

省直机关篮球赛
开幕
湖南勇胜3分险胜美国明星队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王亮）
21日晚，“新奥杯” 第11届湖南省直机
关篮球赛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开
幕。开幕式后，湖南勇胜男篮与来访的
美国海浪明星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湖
南勇胜以104比101险胜。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开幕式，省政
协副主席杨维刚宣布开幕。

省直机关篮球赛是我省最受欢迎、
水平最高的业余篮球赛事之一，今年已
是第11届。 本届比赛共有74支队伍
16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队伍、
参赛人数为历届之最。比赛将分别在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等9个单位的体育馆
进行，6月12日闭幕。

开幕式后，湖南勇胜男篮与来访的
美国海浪明星队进行了一场对抗赛。比
赛格外激烈，两队比分交替领先，最终
湖南勇胜以3分的优势惊险战胜对手。
这场精彩的比赛，也为本届省直机关篮
球赛开了一个好头。

据了解，本场比赛是湖南勇胜备战
2017赛季进行的第8场热身赛，目前战
绩为5胜3负。新赛季NBL联赛将于6月
底拉开战幕。

“穿越大湘西”慈利站收官

健行组328人完成挑战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周倜 通讯员 朱珊）2017穿越

大湘西慈利站健行组的比赛21日在慈利县南山坪乡结束，慈利
站的系列活动（包含越野赛、挑战组、健行组）也随之收官。

自从2015年参加过溆浦站徒步穿越后，在长沙工作的张
骞便爱上了“穿越”，此后的每一站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
次慈利站系列活动中， 他先是选择在5月12日参加挑战组，从
速度上突破自我， 后来又报名5月19日的健行组，“可以慢慢
走，欣赏风景，感悟心灵。”张骞告诉记者。

本次健行组比赛5月19日启动，参与者从溪口镇红军树广
场出发，徒步54公里，累积上升海拔3225米，下降海拔3010
米。最终有328人完成全程徒步，取得完赛成绩。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王亮）
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太
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拳公开赛
（武当山赛区）21日在武当国际武术交
流中心举行， 湖南省代表队4名选手收
获全运会入场券。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华北、华中7个省
市自治区的101支队伍、1043名运动员参
加。经过一天的比拼，湖南队沈善桃（规定
杨式太极拳）、叶晓华（规定吴式太极拳）、
李玉梅（规定孙式太极拳）以及张德姣（24
式太极拳）等4人获得全运会参赛资格。余

下20张全运会入场券， 河南、 河北各获5
张，北京、湖北各获4张，安徽获2张。

今年的太极拳公开赛与全运会预
赛、太极拳健身工程相结合，共举行4个
分赛区的预赛和两个总决赛。全运会太
极拳项目决赛将于7月7日在天津进行。

� � � �5月21日， 2017全国皮划艇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在上海落幕。 名将周玉领衔
的湖南皮划艇队， 共收获2枚金牌、 6张全运会入场券———

老将领头，静水“争流”

全运会太极拳预赛武当山举行

我省获4张全运会入场券

� � � 5月21日，在2016至2017赛季西甲最后一轮比赛中，皇家
马德里队客场以2比0战胜马拉加队， 以93分的积分位列榜
首，夺得联赛冠军。图为皇马队球员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补图片

新华简讯

� � � � 休赛期， 前浙江广厦队队员张伟
转会到湖南勇胜队， 图为他在21日晚
湖南勇胜击败美国海浪队的比赛中篮
下强攻。 刘贵香 摄

我要上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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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5 5 2 5
排列 5 17135 5 2 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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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8 14 18 20 21 28 03+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8

3
下期奖池：3565690703.85（元）

6986731 55893848

125761144192038

� � � �韩国首尔一家法院定于23日首次就
前总统朴槿惠所涉贪腐案举行公开审
理。不同于此前两次预审，这一次，因“亲
信干政门” 被弹劾的朴槿惠和此案核心
人物、她的“闺蜜”崔顺实必须出庭。这将
是朴槿惠3月底被捕后首次公开露面，
也是韩国时隔20多年再次有前总统坐
上被告席。

第二场正式庭审将在首次庭审两
天后举行， 届时朴槿惠将是唯一被要
求出席的被告人。 根据一般程序， 这起
案件的庭审可能需要持续几个月。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朴槿惠首次出庭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