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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冬奥会

吉林将规划65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新华社长春2月11日电（记者郭翔）记

者从吉林省农业委员会获悉，该省将用3年
时间划定65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其中玉
米生产功能区5200万亩，水稻生产功能区
1300万亩。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
粮基地，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作为首要责任。吉林省将划定
粮食生产功能区6500万亩，其中，以中部平
原地区核心优势区为重点，划定玉米生产功

能区5200万亩；以松花江、嫩江、东辽河、
海兰江等干支流沿线优势生产带为重点，划
定水稻生产功能区1300万亩。

同时，吉林省还将以敦化市、汪清县、
蛟河市等核心优势产区为重点，划定大豆生

产保护区800万亩。
据了解，吉林省在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大豆生产保护区中将综合考虑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产销平衡、水土资源、发展潜力、永
久基本农田和城乡发展规划等因素，确保划
足划优。

此外，吉林省将加强投入，提升粮食生产
功能区和大豆生产保护区核心产能，突出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提升服务能力，创新管理
手段，通过强化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绿
色发展，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大豆生产保护
区率先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

对于平昌冬奥会，隋文静和韩聪这对冰
坛“老”将、奥运新兵，抱有一份比拿金牌
更奢侈的梦想——重现“神”级《图兰朵》，
滑到令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这几乎已成为他们的一个执念。2017年
8月初的公开测验上，二人完成了全部技术动
作，不停擦拭汗水的韩聪下冰后的第一句话
却是问裁判：“老师，我们的《图兰朵》能把
大家都滑站起来吗？”

那是他们第一次在冰迷和裁判面前演绎
自己的奥运赛季自由滑曲目，仅仅是“完
成”显然不能令新科世界冠军满足；而渴望
一个观众起立鼓掌的褒奖，则因《图兰朵》
是一个拥有过荣耀时刻的节目，而且这个光
环属于中国双人滑。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一袭红裙的申
雪从赵宏博的手中旋出，眼带笑意看向她的
王子，然而落冰的瞬间，美好也随之消逝，
他们几乎拼上性命的“抛四”没有成功，一
枚铜牌成为中国双人滑奥运冲金路上的那层
窗户纸。

不久后的长野世锦赛，带着疲惫坚持征
战的申赵选择了放弃“抛四”，单凭节目完成
度和艺术表现力，凭与《今夜无人入睡》咏
叹调同样高潮迭起的演绎，赢得了他们的第
一枚世锦赛金牌。

传奇还在继续，2003年华盛顿世锦赛，
上场前几小时刚打完两针“封闭”的申雪硬
是拖着毫无知觉的右膝右脚完成了节目，赢
得冠军！

“我和小隋还在比青年组的时候，偶然听
队医讲起赵老师他们和《图兰朵》的故事，”
韩聪回忆道。他听完就上网找视频，发现年

代久远的渣画质都无法阻隔表演本身带来的
震撼，“就是那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和小隋能否达到那样的高度，但
在我心里，那是一个目标。”

2017年4月在多伦多，当合作多年的著
名编舞教练劳瑞·妮可拿出《图兰朵》时，韩
聪心里是有犹豫的，甚至总教练赵宏博也有
顾虑。“《图兰朵》这个节目对我和小雪来说
有很深的意义。我相信劳瑞的判断，也相信
隋文静和韩聪的能力，但我很怕这会对他们
造成压力。”

只有隋文静坚定得近乎决绝：“人生就是
要勇于接受挑战！我喜欢这个音乐，我想
滑！”在她的理解里，申雪的图兰朵是公主，
温柔、妩媚，而劳瑞给她的角色设定是冷
艳、倔强，这十分符合她的个性——“虽说
是演公主，但我更像女王！”

劳瑞还融入了很多现代芭蕾的元素，起
初教练担心节目编排太现代，脱离了原本歌
剧的氛围，而劳瑞说她就是要编一套属于

“90后”的《图兰朵》。
这版《图兰朵》对隋韩有多重要，其实

不言而喻。从2012年初、当时年仅16岁的
隋文静和19岁的韩聪以超200的总分首夺四

大洲赛冠军，到2014年三度世青赛冠军无缘
入选索契冬奥会；从2016年5月隋文静不得
不 接 受 双 脚 韧 带 手 术 ， 到 紧 接 着 的
2016-2017赛季为中国赢回久违7年的世锦
赛冠军，二人对冬奥会的向往已酝酿了太久。

“如果你们选择《图兰朵》作为冲击奥运金
牌的节目，我会感到非常骄傲，”赵宏博说。

然而隋韩的奥运赛季第一战就滑“呲”
了。2017年9月的全国花滑大奖赛，在家乡
哈尔滨的冰场上，二人两个单跳和一个抛三
周都出现失误。赛后隋文静哭了：“我不认为
我有任何压力，但它可能真的存在。”韩聪则
再一次走向裁判席，带着满眼的焦虑与不
安： “老师，如果这套节目我们动作都成
了，能把人滑站起来吗？”

于是在劳瑞从未如此频繁地出入首体的
这个奥运赛季，编舞大神的每次莅临都少不
了为隋韩等人修改节目，这才有了一次次比
之前更加完善、更具层次的《图兰朵》。

2017年11月，隋韩的《图兰朵》在国际滑
联大奖赛日本站的比赛中获得155.10分，超越
了四年前俄罗斯选手沃洛索扎/塔兰科夫在美
国站创下的自由滑最高分。尽管这一纪录后来
又被总决赛上的德国组合萨维琴科/马索特超

越，但在隋韩看来，重要的是演绎属于自己的
《图兰朵》——“这是属于我们的故事。”

总决赛后的集训里，曾两次执导《图兰
朵》的张艺谋亲自来给隋韩的表演提意见，
劳瑞也最后一次来到北京，临别前她对隋韩
说：“我已经做了能为你们做的一切，现在轮
到你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由于未承担团体赛任务，双人滑比赛又
14号才开始，“葱桶组合”比队友们多在国内
停留了几日，10号才来到平昌。抓紧最后时
间找感觉的二人告诉记者，吃住他们都不在
乎，尽快进入状态才最紧要。

“我想要一枚金牌，想要留下两个配得上
金牌的节目，想把最美、最不一样的《图兰
朵》展示给大家，”隋文静说。性格含蓄的韩
聪则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说不紧张那是
骗人，但我看小隋倒是一直很兴奋。希望我
们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动、享受、永远记
住！” （新华社平昌2月12日电）

隋文静/韩聪：期待平昌演绎“90后”版《图兰朵》
●新华社记者 张寒 易凌

上海幼升小实施“公民同招”
新华社上海2月11日电（记者吴振东）上海市教委日前

公布《2018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
见》提出，2018年上海实施公民办小学同步招生，公民办初
中同时启动招生工作。同步招生主要包括统一入学信息登记、
同步网上报名公办小学或民办小学、同步进行公办小学第一批
验证和民办小学面谈等环节。

根据《意见》，小学统一入学信息登记时间为4月8日至4
月23日，在园适龄儿童家长在幼儿园登记孩子入学信息。符
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需要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
名系统”进行在线报名，选择“公办小学报名”或“民办小学
报名”，其中公办小学报名时间为4月26日至5月3日，民办
小学报名时间为4月26日至4月28日。

“公民同招”内容还包括，同步进行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
和民办小学面谈。5月19日至5月20日是公办小学第一批验
证日，也是民办小学面谈日。

据了解，以往在完成“幼升小”学生信息登记工作后，民办小
学会在5月上旬举行面谈，确定招录名单。民办招生结束，公办
的报名和录取工作才正式启动。因此，没有被民办录取的学生，
还可进入公办就近对口入学的流程。

而《意见》明确，如家长不选择报名公办小学，又未被民办小
学面谈后录取的，将根据第一批公办小学验证和已分配入学的
实际情况，以本市户籍人户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为原则，按
照当年度区、校招生政策和细则安排入学。

《意见》还对民办中小学招生的规范管理作出规定，细化
了相关监管要求。民办学校违规招生，一经查实，由所在区
教育局依法责令校长或有关责任人员及时纠正，并核减该校3
年的招生计划数，取消3年政府专项扶持资金。

2月11日，市民在广西南宁市人民公园展示领到的“福”字。
当日，南宁市2018年文化进万家新春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在广西南宁市人民公园举行。数

十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为众多市民送上春联和“福”字。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辽宁沈阳将心理援助纳入应急预案

2月10日，顾客在新疆哈密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里选购花卉。
春节临近，新疆哈密现代农业园区温室大棚里种植的蔬菜和花卉陆续上市，园区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春意。 新华社记者蔡增乐摄

老夏的最后一个“春运”

山西“营改增”累计减税超320亿元

新华社哈尔滨2月11日电（记者王君宝）铁路职工老夏
退休了，他的故事很普通。

在黑龙江省林口县境内，有一条河叫乌斯浑河，有一座山
叫柞木岗山，山水间坐落着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七
台河站管辖范围内的一个五等小站——山河站。

山河站不办理客运业务，只有列车会让和通过作业。不过
因为地处牡佳铁路线上，春运期间这里24小时途经的列车有
近50趟。

山河站只有10名职工，站长和副站长轮流值班，8名职
工两人一组四班倒，助理值班员夏兴元——老夏，就是这其中
的一员。

2月8日，农历小年。对于在小站工作13年的老夏来说，
这一天意义不同寻常，因为过了这天，60岁的老夏就退休了。

老夏心肠热，离车站很近的乌斯浑村，村子里谁家里有点
什么事儿他都爱帮忙：教大家网购，用朋友圈卖山货、土特
产；遇到有人生病，他脚前脚后跟着跑。近20年的真情相
处，让老夏和乡亲们成了一家人。

这天早饭时间，村民老郭和老宋家两口子端着热气腾腾的
猪肉炖酸菜、土豆炖大鹅走进车站。“早起炖的，可香了。听
说你要退休了，俺们代表大伙儿来送送你……”

今年春运，小站每天通过的旅客列车明显较往年增加。老
夏明白，车多了，旅客回家的路就更加顺畅，自己肩负的责任
也更大。

虽然是最后一个班，但老夏丝毫不马虎，标准着装、提前
出场、确认进路、监控列车哪一项都不敢大意。

按照列车运行图显示，这个白班会有包括停车、会让、通
过在内的21趟列车需要老夏出场监控。

虽已过了立春，但是这“冻人不冻水”的天气再加上山里
猫咬一般的小风儿，接一趟车下来，还是会冻个透心儿凉。

出场间隙老夏还一刻不停地烧锅炉、打扫厨房、给十几只
下蛋鸡添饲料，一手好厨艺更是让和他一起“搭伙”的值班员
吴士强有口福。

2月9日清晨6点13分，老夏最后一次站到了助理值班员
岗亭下，确认信号、进路。接完这趟列车，老夏就退休了。

老夏家在附近的五林镇住。平时上班可以乘坐客车，但下
班时就需要沿着铁路线走上半个小时，到附近的乌斯浑村去搭

“顺风车”。若运气不好没有顺路回家的汽车，老夏只能再步行
40多分钟的路程，到5里外的古城镇坐汽车到林口县，然后
再转火车回家。

所以只要是上班，家里有什么事都不会找他——车站一个
萝卜一个坑，临时找人替班根本来不及。“这些年亏欠家人挺
多，退休了，一定好好补偿他们。”老夏说。

不过老夏也早就和老伴盘算好了，当前正值春运期间，退
休后他还要再帮伙计们一把，每天来车站当厨师，给大家做点
儿可口的饭菜，为2018年春运再贡献点儿余力。

新华社太原 2月 11日电（记者王劲玉）
记者从山西省国税局获悉，山西省国税局自
2013年以来已累计减免税719亿元，其中仅

“营改增”一项政策就累计减税320.88亿元。
据了解，山西持续落实支持制造业转型升

级，促进大众创业和科技创新、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支持“三农”发展和精准脱贫等一系列税收
优惠政策，做到应减尽减快减、应免尽免快免、

应退尽退快退，打造惠民优商的政策环境。据统
计，仅2017年，山西省国税局共计减免各类税
收311.15亿元，同比增长43.57%，增加94.43
亿元。其中鼓励高新技术减免13.46亿元，支持
三农建设减免22.42亿元，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减免16.66亿元，改善民生减免18.56亿元，支
持节能环保20.34亿元，为经济企稳向好及资
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座“幸福院” 温暖两家人
——陕西延安“幸福互助院”见闻

●新华社记者 张骏贺

冬日陕北黄土高原的一座农家小院里，传
来了阵阵笑声，将在“新家”里度过第一个春
节的孤寡老人冯志清正和村友一起包白菜萝卜
馅饺子。

2013年前，冯志清还居住在山上的一间
石窑里。当年的一场暴雨，使石窑损毁严重，
无法继续居住。后来几年，冯志清一直租住在
村里的其他土窑洞中，每月150元的租金，让
这个孤寡贫困老人生活拮据。同村76岁的老
人钟国仓和老伴也在那年的暴雨中失去家园，
搬进了一间彩钢房凑合度日。

为解决农村贫困、空巢、孤寡老人的生活起
居问题，延安市宝塔区探索在乡村建设了“幸福
互助院”。在这里，每位老人都住一间20多平方
米的房子，自来水、灶具、暖炕、独立卫浴一应俱
全。冯志清的“新家”就是其中的一座幸福互助
院，跟他一起居住的还有8位老人。

幸福互助院不但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还通
过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对有意向的困难家庭
劳动力进行培训，让贫困户带薪上岗成为老人

的“专属服务人员”，使两个困难群体都能得
到保障，实现“一岗双助”。

正在帮冯志清包饺子的安利，就是被“一
岗双助”惠民工程吸纳成为老人专属服务人员
的。今年35岁的安利是同村的一位贫困户，
丈夫在前年因车祸意外离世，让家里失去了唯
一的劳动力。想要出去打工养家的她，却因为
要照顾孩子，一时脱不开身。

如今，安利有时会为幸福院的老人去镇上
买菜，有时会为老人收拾房屋。这个岗位每月600
元的工资，让她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她说：“加
上家里老人的帮助，算是能过上安稳日子了。”

“这里既免费为符合条件的独居老人提供
住所和生活必需品，也能通过免费集中安置实
现了入住老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互帮互
助。”延安甘谷驿镇党委组织委员冯宇说。

截至目前，延安市宝塔区13个乡镇已建
起“农村幸福互助院”95个，结合精准扶贫
特设公益性岗位也已纳入服务人员111人。

（新华社西安2月11日电）

新华社沈阳2月11日电（于也童）在
沈阳市政府近日发布的《沈阳市残疾预防行
动计划(2018-2020年)》中，沈阳市将心理
援助纳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遭遇突发公
共事件群体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并采取多项
措施积极预防和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

为加强对精神疾病的防治，沈阳市将加
大对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
孤独症等主要致残性精神疾病的筛查识别和
治疗康复力度，将符合条件的精神障碍群体
纳入低保救助范围，享受基本生活救助、医
疗救助等政策。

根据计划，沈阳市还将建立综合性社会
化的防控网络，强化出生缺陷干预、交通安

全、科学用药等措施。着力推进婚前、孕前
健康检查，力争实现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
人群完成率达80%以上。积极推进婚前医
学检查并为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孕前优生服
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及儿
童筛查和干预，逐步实现怀孕妇女孕28周
前在自愿情况下至少接受1次出生缺陷产前
筛查。

同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和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推广使用汽车儿童安全坐椅。加强
农产品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以及对饮用水和
空气污染治理干预，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倡
导居民定期健康体检，并进一步推进无障碍
环境建设。

太原年货大集上的非洲“卖货郎”
新华社太原2月12日电（记者魏飚）

临近春节的太原年货市场上，一家充满非洲
风情的摊位显得与众不同，一个非洲小伙儿
拍击着欢快的非洲鼓点，让很多路过的人们
放慢了脚步。

今年33岁的摊主阿玛都，来自非洲西部
的内陆国家马里共和国。这位黝黑皮肤、身形
瘦高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来中国8年了，目
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趁着放假，
他带着非洲特产到中国一些城市推销。

当采购年货的人们在阿玛都的摊位前驻
足时，阿玛都便向人们着重介绍来自非洲的
乳木果油和非洲鼓。他说，乳木果油是非洲
当地纯天然的护肤产品，中国人越来越喜欢
纯天然的产品。非洲鼓敲起来声音清脆，能
调动气氛，孩子和上班族会比较青睐。

每逢春节前夕，阿玛都就带着非洲特产
走南闯北，他的足迹遍及南京、南宁、长

春、呼和浩特等多个城市。今年春节前，当
阿玛都得知太原有大型年货展销会后，便预
定了摊位。

阿玛都在中国留学期间，还结识了一位
中国姑娘，三年恋爱后两人步入了婚姻殿
堂。“我很享受中国春节的氛围。”阿玛都
说。2010年刚到中国求学的第一个春节令
阿玛都印象深刻。他记得，当时很多国外的
同学围坐在一起，喝酒、唱歌。

求学在云南昆明，卖货走过多个城市，
阿玛都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这是非洲国家没法比的。“但我还是决定回
国，希望能报效自己的祖国。”阿玛都说。

阿玛都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给非洲国家带来很多发展机遇。“‘一带一路’
会让我的国家变得更好，更多非洲特产也将
会大量来到中国。”阿玛都相信，不久的将来，
非洲特产会受到更多中国人的认可。

长春火车站：心愿墙上的浓浓人情味儿
新华社长春2月12日电（记者薛钦峰 刘硕）在长春火车

站的候车大厅，一面贴满了祝福纸条的心愿墙吸引了不少旅客
驻足观看。“希望家人健健康康；2018事事顺利，宝宝健康成
长”“2018要努力，实现一个小目标……”五颜六色的便条
上，写满了旅客们的美好心愿和对家人、朋友的祝福。

正准备赶回南方老家过年的董有齐，在心愿墙前停住了脚
步，认真地看着旅客们的留言，深有感触。看见心愿墙旁边有为
旅客准备的纸条和笔，他也走上前去，把给家人的祝福写下来。

董有齐告诉记者，看见别人对家人的美好祝愿，自己也很
思念家人，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跟家人说，便也想写下自己的
心愿和对家人的祝福。“在车站里用这种形式来表达，感觉很
温馨。”

从2013年起，这面心愿墙每到春运都会出现在站厅里，
给旅客创造一块表达祝福的天地。长春站客运车间党总支副书
记张严说，旅客候车很辛苦也很枯燥，通过心愿墙这种载体，
能够为旅客增添一些温暖的记忆，让旅途更有意义。

据了解，自从设立春运心愿墙以来，每年旅客留下的心愿
和祝福便条达上万个。长春站工作人员李树娟说，每天晚上心
愿墙贴满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把这些便条回收、拍照，然后统
一保管起来。除了现场写下心愿和祝福，旅客还可以通过心愿
墙上的二维码扫码，通过车站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互动。

“希望新的一年能脱单”“希望自己沉迷学习，最后日渐消
瘦，哈哈”……记者在旅客写下的心愿里发现，这面墙上不仅
有旅客对家人的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写出了人们对祖
国的美好期待。“2018，祖国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有旅客
这样写到。

一些旅客说，长春是一座人情味儿很浓的城市，即将启程
回家过年之际，能有地方留下小心愿，更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
市的温情，春运的旅途不再乏味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