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倜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啦！”长大了，才发
现电视剧里那句经典台词， 想要实现并非易事。
“各年龄有各忧愁”，才是摆在眼前不争的事实。

22日发布的我国第一本心理健康蓝皮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披露，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心理问题。 中国国民不同人
群都具有大量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尤其是在
心理健康科普知识获取方面普遍存在需求，但
与此同时，74%的受访者认为 “心理咨询服务不
便利”。

看上去似是一种悲观信号———国民对心理
健康的需求与实际的心理健康服务之间存在失
衡；仔细想想，其实也能发现令人欣慰之处———
原来，已有这么多人对“心理咨询”敞开胸怀。

从2012年国家颁布《精神卫生法》，到2016年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印发，关注国民心
理健康早已成为“国家大事”。过去15年，已有上
百万人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相关
心理机构的数量增至数万家。过去难以启齿的烦
恼，现在有了想倾诉的欲望，过去单一的面对
面“看医生”， 如今线上线下联动、视频网络加
持……心理咨询服务正拥抱着那些有需求的“烦
恼者”，像个树洞般装载来访者的心事，更像座“秘
密花园”，成为来访者漂泊心灵的“栖息之所”。

截至2017年底，我国心理咨询师缺口达130万
人，扩充心理咨询师队伍成了当务之急。建立更完
善的评估准入系统，加大后备人才培训力度，向社
区、街道等基层“单位”迈进，更值得期待。

如何规范服务内容及标准，是行业后续发
展的重要命题。期盼有更多行业协会、业内专
家、一线企业加入到这个市场，为这个美好时
代筑牢更多值得信赖的“秘密花园”。

金正恩启程参加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据新华社平壤2月24日电 据朝中社24日报道，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3日下午已乘坐专列离开平壤， 启程
参加即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报道说，为参加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
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和会谈， 金正恩于23日下午乘专列离开
平壤。这是朝鲜媒体首次公开此次会晤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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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就“2·23”重大事故召开新闻发布会：

将依法依规追究
相关责任人责任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4日电 记者从24日召开的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2·23” 重大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内蒙古自治区已成立调查组，着手开展事故调查，将彻
查有关方面的责任；对事故中的伤者正在进行全力救治。

据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长霍照良介绍，内蒙古自
治区已成立由政府常务副主席任组长的“2·23”事故调查
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细节， 彻查有关方面的责任。 根据事故调查结
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同时，还将通过媒
体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霍照良还介绍，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29
名受伤者正在医院接受全力救治。

�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那天上
午， 在台北办公室的电脑前听完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我深感振奋，久久不能平
静。”台湾《观察》杂志社社长纪欣回忆说。

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
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其中深刻揭示了台湾前途命运与民族
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引发台湾同胞认真
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1979年元旦，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纪
欣被深深打动了。3个月后， 首次踏上祖
国大陆的她许下心愿：希望有生之年看到
国家富强、两岸统一。后来，纪欣回到台
湾，积极投身统一运动，并创办《观察》杂
志，大声疾呼“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我相信并期盼年轻一辈台湾同胞继
承先辈精神，认真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加入促进国家完全统一、共谋民族复
兴的光荣事业中。”纪欣说。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党主
席吴荣元是一位资深的台湾统派政治活
动家。作为亲历两岸关系和岛内政治数十
年波涛起伏的爱国者， 他虽年已七旬，仍
为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

“总书记的讲话有力激发了台湾同胞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吴荣

元说，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同
胞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期
盼回到祖国怀抱。今天的台湾人更不能失
掉中国人认同，更应当追求国家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视野和民族情
怀，让吴荣元深深感佩、深受鼓舞。“台湾
问题的产生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紧密
相连。台湾同胞在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
族解放的斗争中没有缺席。我深信，在中
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也定
然不会缺席。”

长期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台湾战略
学会理事长王昆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紧扣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体现了高
度的历史责任感。

“习总书记的话语令人动容。诚然，两岸
同属中华民族， 复兴的版图不能缺少台湾，
台湾的发展也离不开大陆。”他说，台湾各界
应认真体会大陆方面的政策主张，思考台湾
前途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深刻联系。

上海市台联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卢丽
安定居沪上22年， 见证了祖国大陆的发
展进步，并看到台胞在大陆获得的发展机
遇和为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作出的贡献。

“当年台胞前辈回到大陆抗日，不少
人1949年后留下参加建设。 上世纪80年
代末两岸恢复交流后，台商西进，参与改

革开放。近年来，来大陆求学的台生持续
增加， 许多人毕业后留下就业、 创业。今
天，越来越多台胞在大陆发展，在经济、教
育、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她
说，“台湾同胞从来没有在攸关国家命运、
民族前途的进程中缺席！”

“台商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许
多人在大陆发展的高速列车上，体验到飞
一般的速度。” 在旺旺集团广西总厂总厂
长陈阵看来， 国家富强使台胞切实受益，
台胞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应当并且能够作
出重要贡献。

由于岛内经济发展迟滞、“台独”势力
操弄造成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安定 ，
“80”后台湾青年常被称为“生不逢时的
一代”。 不过， 在北京工作的台青郑博宇
说：“我们又是生逢其时的一代，我们能够
参与两岸交流合作，来到大陆加入‘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从而获得施展才华的更
大舞台。”

郑博宇目前担任北京创业公社港澳
台事业部总经理，他认为，两岸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团队是台湾创业者最好的选
择。“两岸团队”在携手创业中展现出“兄
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实力。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
祉系于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

郑博宇信念、信心更加坚定。他相信，只要
同胞携手，两岸的未来必是光明的，必能早
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台湾青年何思颖来南京创业3年多，一
直致力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看看，期
待有更多年轻乡亲一起追梦、筑梦、圆梦。

目前还担任南京台青会副主委的她
说，这些年祖国大陆不断发展，中国的世
界地位显著提升， 两岸同胞都感到自豪。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国人共同努
力的结果，台湾人、大陆人都要为此贡献
力量。

对于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两岸
青年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拼”，
致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台湾海峡两岸
公共事务协会副理事长魏裕国表示十分
赞同。

“辛亥革命以来，多少青年为复兴中
华勇于承担、牺牲奉献，只为了让中国有
更好的明天。”魏裕国说，两岸青年一定要
精诚团结，共同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创
未来。

台湾辅仁大学学生沈宏叡说， 两岸
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理应紧密合
作，共同发展，携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国家统一强盛了，台湾一定会有更好
的发展。

�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
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提出，为了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要
求，强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健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
制，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
国家法律，制定本规定。本规定所称食品安全包括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

《规定》提出，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责
任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权责
一致、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尽职免责；坚持谋发展必须谋
安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保民生必须保安全；坚持综合运
用考核、奖励、惩戒等措施，督促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履行食
品安全工作职责，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
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食品
安全工作负总责， 主要
负责人是本地区食品安
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班
子其他成员对分管（含
协管、联系，下同）行业
或者领域内的食品安全
工作负责。《规定》自
2019年2月5日起施行。

中办 国办印发《规定》：

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食品安全责任制

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促台湾同胞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亮

2月23日，北京国安和上海上港的
超级杯赛火热举行。与历届超级杯不
同，这是一场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比
赛。 国安球员侯永永正式亮相，“归化
球员 ”首次登上中超舞台 ；比赛的外
籍主裁是中国足协刚刚聘用的职业
裁判，这也是中国足球的头一遭。

同样是23日 ，2019年中超中甲联
赛动员大会在苏州召开，会上宣布将
组建中国足协职业裁判员团队。对广

受关注的入籍球员转会、注册、参赛工
作，中国足协近期将下发相关规定并
参照执行。

近几年， 中国足球尽管在国家队
层面上的表现依然十分尴尬，基层发
展也依然薄弱，但足球改革的步子还
是越来越实，步伐也明显加快。

裁判职业化是职业足球发展的必
然趋势，有利于提高联赛的执法水准，
提升比赛质量和观赏性。“归化球员”
在国际足坛大行其道多年，是人才引
进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球队的竞

争力。一定程度上，“归化球员”也是一
个国家文化自信、经济实力的展现。

当然， 任何变革都会因某种不确
定性而存在争议。 尤其是对 “归化球
员”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归化球员”真
的认可中国吗？这难道不是饮鸩止渴？
国内的年轻球员怎么办？

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要想进步，
就要冒着跌落河水的风险，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才能不断积累经验，开辟出
新的道路。

勇敢去变革，永远都比固步自封、
刻舟求剑好得多。“归化球员” 到底靠
谱不靠谱，也只有“归化”了才知道。

� � � �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王
亮） 今天进行的2019年举重世界杯
赛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女子55公斤
级比赛中， 我省选手廖秋云以抓举
96公斤、 挺举125公斤、 总成绩221
公斤的成绩， 获得挺举和总成绩两
项冠军。

世界举联对级别进行调整后，廖
秋云从53公斤级调整到55公斤级。从
本次比赛来看，她调整得不错。抓举比
赛中， 廖秋云第一把举起93公斤，第
二把拿下96公斤，但第三把冲击98公
斤失利。挺举中廖秋云表现更好，第一
把是118公斤， 第二把举起121公斤，

关键的第三把， 廖秋云顺利举起125
公斤，成功获得总成绩第一。

广东选手黎雅君以抓举96公斤、
挺举119公斤、总成绩215公斤获得总
成绩亚军。

廖秋云最经典的一战是2017年
天津全运会女子举重53公斤级比赛，
当时她在抓举仅名列第6的情况下，
最后一把挺举举起127公斤， 以总成
绩222公斤逆袭夺冠。 当时的亚军也
是黎雅君。

� � � �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王亮）
2019“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高中
男子甲级决赛23日在长沙举行，东道
主长沙麓山国际队以2比1战胜卫冕
冠军河南实验队，成功登顶。这是我
省球队首次斩获该项赛事冠军。

本届比赛，麓山国际队一路过关

斩将杀入决赛， 对手是实力强大、经
验丰富的卫冕冠军河南实验队，该队
有多名队员入选中国中学生国家队，
并参加过国际大赛。

比赛中，主场作战的麓山国际队气
势如虹。 第16分钟，11号张喆在右侧底
线附近罚出任意球，皮球划出美妙的弧

线直挂球门死角。领先的东道主越战越
勇，6分钟后， 张喆利用一次反击的机
会，单刀赴会梅开二度。此后，河南实验
队加强进攻，在第51分钟时扳回1球。

季军争夺战中，长沙雅礼中学队
以2比4不敌厦门二中队，获得第4名。

本次比赛结束后，麓山国际队有
5名队员入选中国中学生足球联队，
雅礼中学队有3名球员入选。

勇敢去变革

麓山国际队问鼎中学生足协杯

举重世界杯女子55公斤级

廖秋云获挺举、总成绩两项冠军
筑牢心灵的“秘密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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