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视点评论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主编 赵梓涵 责编 刘天红
校对 张金梅 制作 刘晓禹4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规范婚恋网站市场势在必行
针对婚恋网站诈骗愈演愈烈、各类交友App渐成犯罪“沃土”

的现象，在近日召开的上海市两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周瑜提出议
案：加强婚恋网站管理，不符合条件的必须整改，整改不合格就应
该下线。

婚恋网站、交友App等平台弄虚作假、违规运营，不仅造
成征婚者身心财俱损，也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败坏社会风
气。因此，严厉打击婚恋网站违规失信乱象、规范婚恋网站市
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势在必行。相关职能部门要压实责任，
依法依规整顿婚恋网站市场，坚决查处严重违规失信行为，形
成依法依规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局面，促进整个婚恋网
站行业进步。另外，婚恋平台应加大自身“软件”“硬件”投入，
强化管理，加强网络诚信经营的制度建设，让线上交流和线下
监管齐头并进，为婚恋网站行业的健康、有序、向上发展注入
动力。

侯文雅 整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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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高铁”温暖返乡路
今年春运是中央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后的首个春运，铁路客流

呈现回暖趋势。铁路部门针对客流热门方向加开了“夜间高铁”，
实现运能和需求的精准匹配，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车次选择。

铁路是民众春运回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而“夜间高铁”
打开了春运高铁的“夜间模式”，这既是对民生需求的回应，
对春运运量需求的鞭策，更是改变春运运力紧张的一剂良
策，真正做到了将“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让乘客旅途充
满温情与感动，再度体现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理念。

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民心工程

北京商务局近日发布消息称，2023年将提速全市“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新增便民商业网点540个、推动无接触式智能配
送站落地社区……推动首都生活服务业由“品质提升”进入“转型
升级”新阶段。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关乎老百姓生活品质，打造“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推动便利店连锁化发展，是民心工程，也有利于
促进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应成为城市治理的应有之义。

让质量不过关的烟花爆竹难过“年关”
据市场监管总局19日消息，为保障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

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烟
花爆竹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并于日前发布抽查结果。本次共
抽查198家企业生产的203批次产品，发现26批次产品不合格，
抽查不合格率为12.8%。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产品消费进入旺季，不合格的烟花
爆竹产品进入市场，将极大地威胁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次质检总局公布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
抽查不合格率为12.8%，仍需继续降低不合格率。相关部门
应加大对不合格的烟花爆竹产品的查处力度，督促烟花爆
竹生产厂家规范生产，对不达标企业，责令整改、限期改正。

□ 王恒

近日，全国多地发出春节文明倡议书，提倡
在春节期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节约、
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树立文明新风尚。

归乡的大军、吵闹熙攘的年货市场、人气
爆棚的旅游目的地………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今年的春节对很多人来说别具意义，熟悉
的“年味”和日益升腾的“烟火气”将人们重新
带回到曾经的年节氛围里。然而，在这回乡与
亲朋欢聚、与家人团圆的喜庆日子里，也要警
惕不文明行为“卷土重来”。

比如，春节期间的食物浪费问题一直备受关
注。春节期间，全家团圆的热闹必然少不了团圆
饭来助兴，尤其是今年春节，“错失”三年的餐饮
春节档终于回归，年夜饭预订异常火爆。伴随消
费热情的释放，可能带来的潜在餐饮浪费同样值
得重视。此外，在置办年货时，不少年轻人的“冲
动采购”“冲动消费”，也可能让春节“盛宴”变“剩
宴”。为此，每人都应谨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坚持适度消
费，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做“节俭过春节”新风
尚的践行者。

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和移风易俗过程中，也
应着力规避和整治诸如酗酒、赌博、封建迷信、相
互攀比、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乡村陋习，通过广
泛宣传和切实预防措施，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孝
老爱亲、关爱家人，让时代新风尚涤荡人心，让人
民群众过一个安全安心的幸福年。

如今，春节旅游成了新年俗，也成为很多人
过节的首选，虽然文明旅游在大部分人心中已经
达成共识，但在近几年的春节旅游度假中，仍有
少部分游客用乱扔垃圾、聚众喧哗等大煞风景的
不文明行为给春节的喜庆氛围增添了不和谐音
符。要让新年俗呈现新时尚，也需要所有游客共
同杜绝不文明行为，做新时代文明游客。

新春佳节是阖家团圆之时。让我们共同摒弃
陋习，在敬老孝亲、敦亲睦邻的氛围中承继优良传
统，过文明年、祥和年。让文明新风满溢兔年新
春，在喜庆祥和中迎接新的、更美好的明天。

当好淬炼大国剑锋的“砺剑石”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 李永飞

沙场鼓角鸣，实训砺精兵。新年伊始，一
场导弹火力突击演练擂动战鼓。导调席上，
丁国林紧锁眉头，眼睛紧盯着电子地图，手指
不停敲击键盘，为对手设置一系列特情课目：

“毁瘫”通信、“延误”发射、“变换”目标……
参加演练的某旅官兵也不示弱，一路反

侦察、抗干扰、强突围，驾车仗剑迂回穿插，
准时实施“导弹发射”。虽然完成了任务，但
对抗很是激烈，官兵坦言：“对战丁国林，平
局也算赢！”

丁国林是火箭军某部处长，一位演兵场
上让官兵又爱又恨的“麻烦制造者”，也是荣
膺全军优秀参谋、全军爱军精武标兵的“热
血砺剑人”。

练硬对抗本领，当好砺剑之石
南方密林，火箭军部队年终军事训练考

核拉开帷幕，一支支导弹旅接受“年终大考”，
在数九寒冬上演“狭路相逢”的对手戏……丁
国林作为考官团队一员，“出题”刁钻，“判卷”
严苛，很多官兵不解：“他为啥每次都有不同
的狠招绝活？”

“我们作为对抗导调团队，就必须当好
部队练兵的‘对手’。”在丁国林看来，对抗训
练中当好“对手”并非易事，要精专业、会指

挥、善谋划、懂考评。
近几个月来，丁国林认真研读党的二

十大报告，对自己的岗位职责有了更深理
解：“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
赢能力，我们就是要当好越来越硬的‘砺剑
石’。”

以身为石，矢志砺剑。一个“硬”字担当
使命，一个“越”字责重千钧！

当好砺剑之石，须下非常之功。部队着
眼导弹部队对抗训练特点，专门制定素质强
训计划，领导面对面传经、手把手帮带，带着
丁国林他们打了一套“组合拳”，组织导调骨
干分批深入导弹旅代职淬火，学专业、练操
作、研战法，强化“知己知彼”能力。

虎狼逼出好猎手。丁国林从导调员一
路成长为处长，对抗导调的本领越练越精，
逐渐成为一块过硬的“砺剑石”。

发扬严实训风，淬炼胜战之刃
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从事对

抗导调多年，丁国林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与
本领硬相比，作风硬更重要！”

有一年盛夏，火箭军组织实战化军事演
练。某旅千里转进奔赴发射阵地，导弹刚刚
起竖完毕，天气突变风起云涌，风速接近战
标临界值。

“遭遇复杂天候，能不能推迟发射？”指挥
员把电话打到导演部。担任演练导演助理的

丁国林，当即上报了情况，组织导调团队展开
研判。他率先发言：“极限条件下练兵，更有
利于提升实战能力，我认为可以发射。”

也有人提出：“安全风险太大了，万
一……”听到这话，丁国林把脸一沉：“被

‘万一’束缚了手脚，还谈什么能打仗、打胜
仗，实战化的风险，军人就要敢于担在肩
上！”

面对严峻考验，导弹准时发射，此次演
练让该旅把“装备用到极限、本领练到极致”
再次推向新高。

丁国林不仅对驻训部队严苛，对“自己
人”也很较真。和他共事多年的导调专家张
林野说：“我们与部队搞对抗，丁国林在我们
内部也搞对抗，那才叫一个狠呢。”

“狠字头上多一点就是狼，我愿用头狼
的血性和担当，带出‘战狼成群’的团队。”近
年来，上级推行导调员资格认证、等级晋升
等制度，丁国林率先“持证上岗”，还带出
200多名导调骨干，成为演兵场上一块块过
硬的“砺剑石”。

甘当幕后英雄，铺就胜战之路
某旅经历对抗训练重重险关，挺进发射

阵地。长剑飞天之时，丁国林比发射号手还
兴奋，他说：“我们愿默默守望在战友身后，
淬炼长剑锋芒，分享胜利喜悦，默默为他们
铺就胜战之路。”在烈焰与荣光的背后，丁国

林和战友却转身冲向下一个战场。
当兵时间越长，丁国林愈发喜欢“不计

名利得失、甘为幕后英雄”的感觉。对此，他
有自己的理解：“我们无需羡慕别人的风光，
竭尽所能做有利于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的事，
这就是有价值的人生。”

自打从军，丁国林很少跟家人谈起工作
上的事，父母知道部队有要求，也从不多问。
直到2018年3月，丁国林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走进神圣的人民大会堂。父母从电视上看到
新闻，高兴得一夜没睡着：儿子有“出息”了。

有一年，多个旅团轮波前来驻训，一直
铆在导演部的丁国林久坐生疮溃脓感染。
手术后没几天，他便着急办理出院手续重返
战位。因为还不能坐，他便站着“打”了一仗
又一仗。

妻子得知此事，埋怨他“太拼”，他反而
宽慰起妻子来。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年对家
人“亏欠太多”。2022年5月，丁国林家庭
荣膺“全国最美家庭”，他把奖杯和证书全部

“颁”给了妻子和孩子。
一块石头，立地为砥，磨砺大国长剑出

鞘生威；一粒沙子，铺在路上，承载时代车轮
隆隆前行。2021年12月，火箭军举行优秀
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丁国林在党旗下
庄严承诺：“也许，在沙场的征途上没有我们
的鲜花掌声，但万里天疆必定有我们共同绘
就的壮美弹道！”

天天 点观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家里添了重孙子、重外孙，四世同
堂了！”“孙子还在太原找到了满意的工
作，我和老伴的工资也涨了……”

提起2022年家里的喜事，刘福有高
兴得合不拢嘴。“这都得感谢总书记，感
谢咱共产党！没有脱贫攻坚，没有易地
搬迁，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好生活！”

刘福有原本是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
阳坪乡赵家洼村的贫困户。位于吕梁山
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赵家洼村，土地贫瘠、
村庄破旧，“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西考察期间，亲临赵家洼村看望这里
的村民。

3个月后，赵家洼村实施易地搬迁，刘
福有告别了破旧的房屋，搬进了位于县城
移民新村宽敞的楼房。县里还给刘福有

和老伴安排了小区附近街道的清洁工作。
“打扫卫生，每年有两万多元的收

入，再加上村里的退耕还林补助、养老补
助、低保……我们两人每年一共能收入
六万多元吧。”易地搬迁之前，刘福有一
家在赵家洼村有 20多亩地，主要种玉
米、芸豆、土豆，但由于气候干旱，地也不

好，产量很低。“国家粮食补贴和退耕还
林的补贴加在一起，一年也就四五千元，
遇上不好的年景，有时候连化肥钱也挣
不回来。”

“去年，县里还给清洁工涨了工资。”
每到过年过节，县里都会有领导上门慰
问，“经常来看望我和老伴，嘘寒问暖，疫
情期间还给我们送来了防疫用品。”刘福
有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2021年是刘福有和老伴结婚55周
年，在儿女们的张罗下，老两口到县城最
好的婚纱店补拍了一组婚纱照。照片中
的刘福有西装笔挺，十足的绅士范儿，73
岁的妻子杨蛾子手捧鲜花，洁白的婚纱映
照出满脸的幸福……

生活条件好了，老两口也开始养花种
草。在新居的阳台上，绿萝、龟背竹……
还有各种叫不上名的花，在冬日的阳光
下，生机盎然。

2022年，刘福有的孙子在太原找到了
一份满意的工作，这让全家人很是开心。

“家里还添了一个重孙子、重外孙。”疫情
三年，刘福有在外地的几个孩子春节无法
回来团聚。“今年应该都可以回来了。”

四世同堂的刘福有一家早已备好了
年货，等待着春节全家团聚。

之前在赵家洼村的时候，村民柴米油
盐都要翻山越岭到十几里外的阳坪乡采
购。“搬迁之前，对于赵家洼的百姓来说，过
年也就是置办些米面油，再买上几斤肉。”

2022 年，刘福有所在的广惠园社

区，又新建了一个大型的集贸市场。“步
行不到十分钟，很方便，城里人吃的用
的，咱这里都能买到。”和在赵家洼相比，
再也不用翻山越岭辗转几十里去乡里置
办年货了。刘福有和老伴每天利用在街
道清洁的空闲时间，就把过年的东西置
办齐了。

搬到广惠园后，刘福有和老伴都养成
了看新闻的习惯。2022年10月16日，
党的二十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刘福有和老伴全程观看了开幕会直播。

“当时听了总书记做的报告，感到很
亲切很暖心。总书记说：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总书记的心里时时
刻刻牵挂着我们普通老百姓。”

“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走进百姓家》
出版了。我又回想起五年前总书记坐在
我们家炕沿上的情景。”刘福有说。

刘福有家是该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到
访过的32个家庭（村、社区）之一。在这
本书中，刘福有通过记者之笔将喜讯捎给
总书记：“我们赵家洼村的老百姓住上了
新房，也有了稳定收入，过上了好日子，真
想让总书记再来我家看看。”

“五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
们全村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总书记的
关怀！”刘福有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所有
的人都平安健康。“有党的领导，咱老百
姓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咱们国家
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易地搬迁喜事多 四世同堂过大年
——再访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赵家洼村刘福有一家

国家卫健委要求进一步加
强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

为庆祝结婚55周年，刘福有和老伴
补拍的婚纱照。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李恒）
为进一步做好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提
高儿科医疗质量，保障儿童用药安全，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19日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医疗机构要建立完善儿童
用药遴选制度，做好儿童用药的配备管
理。遴选儿童用药（仅限于药品说明书中
有明确儿童适应证和儿童用法用量的药
品）时，可不受“一品两规”和药品总品种
数限制，进一步拓宽儿童用药范围。

同时，医疗机构要准确掌握用药适应
证，以及不同年龄儿童的药物选择、给药方
法、剂量计算、药物不良反应等，合理开具
处方并经审核合格后进行调配；加大药师
配备力度，围绕儿童患者需求和临床治疗
特点开展专科药学服务。其中，综合医
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以及儿童专科医院
的小儿呼吸、小儿消化、新生儿、儿童重症
等科室，鼓励安排1名经过培训的药师或
临床药师驻科，与本科室的医护团队共同
提供药物治疗服务。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应当建立覆盖儿
童用药采购、贮存、发放、调配、使用等全
过程的监测系统，加强药品使用情况动态
监测分析，分析结果作为儿童用药目录遴
选、药品临床合理使用等的重要依据。

在兔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癸卯金安——二〇二三新春展”，于1月18日对公众展出。展览从多角度展示中
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兔文化、生肖文化、吉祥文化和年文化，呈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精神底蕴。图为市民参观“癸卯
金安——二〇二三新春展”。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睿/摄

家里添了重孙子、重外孙，四世同
堂！孙子还在太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我和老伴的工资也涨了……五年来，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全村老百姓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党的
好政策，感谢总书记的关怀！

我家的喜讯捎给总书记

刘福有

新春 基层 / 本报记者再访《习近平走进百姓家》收录家庭 /

——记火箭军某部处长丁国林

女报 角视视

国博推出国博推出““癸卯金安癸卯金安————
二二 〇〇 二 三 新 春 展二 三 新 春 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