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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实习生蒋敦文、
通讯员罗露报道：4月28日至29日，我市举
行2018年职工羽毛球赛。经过两天的激烈
比赛，来自市供电公司队的孙刚、袁敏华夺
得40岁以上组男子双打冠军，来自市实验
外国语学校队的林海、黄从春夺得40岁以
下组男子双打冠军，来自市供电公司队的柯
朝晖、瞿晓霞获得女子双打冠军，来自湖北

众联房地产公司队的吴敏、汤小莉夺得混合
双打冠军。

此次比赛由市总工会和市体育局共同举
办，来自全市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厂矿
企业的35家单位、220名职工选手齐聚咸宁
波力羽毛球馆，参加此次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的共设置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三个项目，参赛队员每

人最多可报2个项目。同时，比赛分设二个
组别，分别是40岁以上组和40岁以下组，混
合双打和女子双打不设年龄限制。团体比
赛共分A-H八个小组进行，每组5-6个队，
设种子队8个。比赛执行中国羽协审定的
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分两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第二阶段采取淘汰赛
制。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广泛开
展职工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全面提高职工
的身体健康素质，维护发展好广大职工的精
神文化权益，是各级工会的重要职责，也是工
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市总工会
积极组织开展各种职工文体活动，最大限度
地满足职工文化需求，促进职工文体活动常
态化、规范化发展。

本次全市职工羽毛球比赛的举办，旨在
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吸引更
多的职工参与到运动健身中，不断丰富广大
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积极推动我市全民
健身运动深入开展。同时，通过比赛可以提
升职工工作积极性与工作效力，从而促进自
身与单位的共同发展。

我市举行2018年职工羽毛球赛

“黄鹤楼酒·陈香杯”咸宁市职工羽毛球赛成绩表

名次
项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子双打

（40岁以上组）

孙刚、袁敏华

（市供电公司）

郑荣志、杨勇

（金意珠宝）

魏鸥、朱亚明

（市国税局）

男子双打

（40岁以下组）

林海、黄从春

（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胡继凡、刘佳

（市交通局）

吴梓杭、刘可

（咸安区桂花教育组）

混合双打

吴敏、汤小莉

（湖北众联房地产公司）

孟凡涛、陈春秀

（咸宁职院）

潘占军、瞿晓霞

（市供电公司）

女子双打

柯朝晖、瞿晓霞

（市供电公司）

杨岚、杨艳

（咸宁监狱）

鲍翠玉、饶玉霞

（湖北科技学院）运动员队伍 比赛现场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日前，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
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乡村义
务教育，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
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和管理，到2020年，基
本补齐两类学校短板，进一步振兴乡村
教育，基本实现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为乡村学生提供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

《意见》针对两类学校发展滞后问

题，提出了五个方面解决措施。一是统
筹布局规划。准确把握布局要求，科学
制定布局规划，妥善处理撤并问题，坚
决防止因为学校布局不合理导致学生
上学困难甚至辍学。二是改善办学条
件。加强通往两类学校的道路建设，完
善交通管理和安全设施，确保学生上下
学安全。合理确定基本办学标准，加快
标准化建设，力争2019年秋季开学前，
各地两类学校办学条件达到本省份确
定的基本办学标准。三是强化师资建
设。按照生师比与班师比相结合的方
式核定小规模学校教师编制，适当增加
寄宿制学校教师编制。在核定绩效工

资总量时向两类学校适当倾斜，严格落
实各项津补贴政策，提高乡村教师待
遇。改革教师培训培养，提升教书育人
能力与水平。四是强化经费保障。教
育经费投入向两类学校倾斜，切实落实
公用经费补助政策。探索将学校安保、
生活服务等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
围，所需资金从地方财政预算中统筹安
排。完善小规模学校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确保规定的公用经费足额用于小规
模学校。五是提高办学水平。推进乡
镇中心学校和同乡镇的小规模学校一
体化办学、协同式发展、综合性考评，实
行中心学校校长负责制。将中心学校

和小规模学校教师作为同一学校的教
师“一并定岗、统筹使用、轮流任教”。
充分发挥两类学校独特优势，完善育人
模式，提高育人水平。推进“互联网+教
育”发展，加快实现两类学校宽带网络
全覆盖。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政府责任，加强督导检查，把办好两类学
校纳入地方各级政府考核体系，完善责
任追究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工作目标按期实现，全力打赢两类学校
建设攻坚战，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为
加快教育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打
下坚实基础。

国办印发《意见》

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

（上接第一版）在集中拆除之前的两
个多月里，通城掀起了关于文明丧葬的
大讨论。媒体集中宣传之外，还发放普
法手册5000余册，印制宣传单2万余份，
在县城各主要路口拉设横幅标语、竖立
警醒标识牌。

“殡葬改革是个‘老大难’问题，群众
都在盯着党员干部，党员干部不带头，说
不过去。”熊亚平、刘明灯等县领导逐一
上门，跟修建了“活人墓”的退休干部谈
谈心。

有人抵触，“先把活人的事做好，少
管死人的事情”；更多的是支持和拥护，

“我很惭愧，在位时没有重视修‘活人墓’
的危害，还给自己修了墓，现在理应带头
拆除。”现年87岁、曾任县长的罗华雄在
县殡改办副主任张登攀的搀扶下，来到
锡山森林公园，指挥拆除了自己16年前
修建的“墓”，并盖土栽树。

老县长带头，引来不少效仿者。临
近的一座“活人墓”主人段耀龙，当场请

求拆除自己花了3万元修建起来的墓。
随后，张幼龙等8名副县级以上退休干部
也拆除了自己的墓。

县委县政府趁热打铁，出台规定：在
相关部门强行拆除前，墓主自行拆除的，
到马鞍山陵园购买墓穴可享受5000元优
惠政策。

县长刘明灯、县政协主席汤会礼主
动担当，带队到一线。几个月时间，锡山
895座“活人墓”全部拆除，原地回填后栽
上了松柏。

闯出来的新路

在投资1.2亿元的通城县马鞍山公墓，
普通葬、生态葬成了主推丧葬形式。这座
占地300亩的公墓，20%为公益性墓位，
20%是低价墓位，可基本满足社会需求。

“一期建成 3年，没卖出去一个墓
穴。这半年，却一下卖了240多个。这说
明老百姓的丧葬观正在改变。”胡宜新
说，选择节地型公益公墓安葬，可节约用

地90%以上。
为了引导群众，马鞍山公墓选择在

群山环绕之地建造。墓园在青松掩映
间，如若生态公园。

去年8月，通城县四庄乡纸棚村出现
了该县第一例生态葬，在县殡改办对死
者亲属奖励2000元的同时，乡里也奖励
5000元，并作为典型宣传。随后，第二
例、第三例相继出现。“四庄是生态之乡，
应该带头在农村推行生态安葬。”乡党委
书记吴琳说。

殡葬改革须综合施策。通城还组织
民政、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取缔
纸扎、木棺、石碑等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经
营商家66家，掐断厚葬渠道。

“今后，我们将对丧葬用品服务进行
定期巡查，发现一家、查处一家、取缔一
家，绝不能让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经营死
灰复燃。”张登攀说。

此外，通城县政府投资1500万元，建
成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殡仪馆。每年补贴

100万元，对到殡仪馆集中治丧的丧户实
行费用“五减免”。

在通城县殡仪馆，工作人员介绍：改
革前，来集中治丧的寥寥无几，而现在，
馆内三个厅几乎每天都是满的，且都实
行火化。一时间，文明治丧新风在通城
渐渐吹起。

去年12月5日，通城召开殡葬改革
督办暨农村殡葬改革工作推进会，明确
要求在农村推行遗体火化、集中治丧、集
中安葬、整治农村“活人墓”和“豪华墓”。

为推进农村殡葬改革，该县实行惠
民殡葬机制，对在统一规划区内的骨灰
树葬、花葬、草葬等生态葬，每例奖励
2000元并建立统一的纪念设施。“农村殡
葬改革难度更大，需要更大的定力，力争
三年内完成。”熊亚平十分坚定。

当年，通城县被民政部正式批准为
“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县”，成为湖北
省唯一一个、全国4个荣获此荣誉的县市
之一。

美国

支持以对伊核问题的表态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称，美国支持以色列近日在伊朗核问题方面的表态和行
动。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拉
丁·布鲁杰迪表示，如果对伊制裁恢复，则伊朗没有理由还
留在伊核问题协议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月30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
展示了以情报机构从伊朗秘密设施获取的文件。他借此
指责伊朗没有按伊核协议要求放弃核武器计划，还隐藏相
关文件和材料，以便在其可以发展核武器时使用。

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以色列在公布这批文件前
向白宫及特朗普本人“通过气”，双方对此进行了讨论。她
还说，伊核协议建立在“虚假透顶的伪装”和“不准确的事
实”基础上，伊朗的核能力远比其对外披露的要先进，奥巴
马政府一开始就不该签署该协议。

俄罗斯

驻叙苏－３０战机坠海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3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3日说，

俄罗斯驻叙利亚一架苏－30SM战机当天在叙地中海沿岸
坠毁，2名飞行员遇难。

据俄国防部通报，事故发生于莫斯科时间9时45分
（北京时间14时45分），一架苏－30SM战机从位于叙利
亚拉塔基亚省的赫迈米姆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海，机上
2名飞行员为挽救战机努力到最后一刻，最终遇难。

俄国防部通报说，据初步分析，事发时战机没有受到
任何火力袭击，战机撞鸟可能是此次坠机的原因。

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主要有两大军事基地，分别是塔尔
图斯海军基地和赫迈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对俄罗斯在
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西

称美单方面停止钢铝关税谈判
据新华社圣保罗5月3日电 巴西外交部与工业、外

贸和服务部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日前已单方面通知巴西
政府停止关于钢铝关税的谈判进程。

声明说，巴西政府致力于获得钢铝关税的永久豁免，
并与美国政府展开多次协商。但美国政府4月26日通知
巴方，决定停止这一谈判进程，并要求巴西政府在征收关
税与限制配额之间做出选择。

声明说，任何对于巴西钢铝产业的限制性措施都是美
国政府采取的单边举动，巴西政府仍将在双边和多边范围
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维护其权益。

巴西政府的这一表态与美国此前的相关表态并不一
致。

白宫4月30日宣布，美国政府已与阿根廷、澳大利亚
和巴西就钢铝关税达成原则性一致。美国将继续豁免这
些经济体的钢铝关税以便敲定最终协议，不设关税豁免截
止日期。如果不能很快敲定协议，美国政府将考虑重新加
征关税。

伊朗

地震造成至少105人受伤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3日电 伊朗西部科吉卢耶－博

耶艾哈迈德省2日发生5.2级地震，已造成至少105人受
伤。

据伊朗地震中心消息，此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日
10时38分，震中位于锡萨赫特市附近，震源深度8公里。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锡萨赫特市震感
强烈，部分房屋坍塌，城市道路和供水管道也遭到不同程度
破坏。据报道，地震还导致该市通信和电力全部中断。

由于此次地震震源浅，虽然震级不高，但破坏程度较
大，锡萨赫特市附近的一些乡村出现大面积山体滑坡等次
生灾害。当地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伤者目前正在接受
紧急治疗。

伊朗去年以来地震频发。去年11月12日，伊朗西部
边境地区发生7.3级地震，造成克尔曼沙阿省470多人死
亡、逾9000人受伤。

共绘未来
迎五四

5月3日，一名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
与安昌小学学生一起作画。

当日，为迎接五四青年节，四川美术
学院 5 名研究生来到四川省绵阳市北川
县安昌小学，与这里的小朋友一起作画，
描绘北川的未来及孩子们的梦想。据了
解，画作将于5月12日由阿里巴巴进行线
上拍卖，所得报酬将捐献给当地贫困学
生。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