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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奶里没核桃
生产商被罚1.2万余元

包装外标着“精选传统古法红糖
新疆阳光核桃”，可里面既没红糖，也
没核桃……近日，成都天府新区城市
管理和市场监管局查处了一起食品标
签标识虚假内容案件。

在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对辖区
内某食品饮料厂生产的“红糖坚果核
桃花生奶”进行调查。该批次食品拉
罐罐体上标示有“精选传统古法红糖，
新疆阳光核桃”“红糖坚果核桃”字样
及核桃红糖图样，但在产品配料表中
却没有“红糖、核桃或核桃酱”，当事人
也无法提供其配料中使用有“传统古
法红糖、新疆阳光核桃”的证明资料。
因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相关
规定，当事人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共计12948元。

打好“春雷行动”攻坚战
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
近日，成都市温江区市场监管局

以“春雷行动2019”为主线，着力清除
市场痼疾，共发现违法违规行为127
起，立案查处127起。

行动中，该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
对辖区12家医疗机构开展跨部门联
动执法；联合区经信局有效化解一起
可能出现的燃气换表群诉事件；联合
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对残疾
人托养机构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查处
通过违法会销、电话营销等向老年、病
弱等特定消费群体进行虚假宣传的行
为。还开展了打击药品零售企业执业
药师“挂证”行为、出租车行业和涉旅
乱象专项治理等特色子行动。

该局还通过建成全国最大生物医
药BE试验平台、出台并实施《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25条》等举措，进一
步提升了温江区“三医”行业首位度、
产业融合度和品牌知名度。

APP上开赌场
9人团伙被判刑
华西都市报讯（谢方伟 李莎 记

者 刘恪生）4月18日，自贡市富顺县
人民法院对肖某、周某等九被告人通
过网络APP开设赌场并从中敛财一
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其中，肖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二
十万元，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十六万元。其余七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一年至二年四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宣告缓刑。

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
肖某、周某等人伙同易某、张某、谭某、
黄某利用微信建立赌博群，雇请陈某、
李某、舒某，以手机APP“快乐**”娱乐
平台为赌博载体，通过在线游戏的方式
开设赌场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

“它们设置的赌博方式为：肖某、
周某等人在该APP平台开设房间后，
赌客进入房间，四人以上即开始运
作。”办案法官介绍，系统自动发4张
扑克牌给每个赌客，赌客根据牌的好
坏决定是否抢庄，闲家每盘最低押5
分，最高押50分，1分等于人民币1元
钱，然后闲家与庄家比点子大小，输赢
以押分乘以倍数，20盘为一局。在不
到一年时间里，肖某参与作案五起，
参与抽头渔利320万余元，周某参与
作案四起，参与抽头渔利277万余元。

干出一片新天地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石板小巷……

走进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见到的却
是一片江南水乡美景。村委会前，一块
巨石上刻着“干出一片新天地”七个大
字。背后的大山上，2万多亩果园环绕，
梨树花已经打起骨朵含苞待放。

“20多年前，这里满山荒草丛生，山
石遍野，我们硬是一锹一镐干了出来。”大
梨树村党委书记毛正新介绍说，仅用10
多年时间，全村改造荒山整修梯田1.6万
亩，整治河流14公里，修建水库5座，在群
山中建成87公里的山地生态观光路。

改造山河仅仅是大梨树人实现梦想
的一个缩影。近40年来，他们靠勤劳的
双手建成了以万亩果园为代表的特色农
业，以金翼钛业为骨干的集体工业，以凤
泽市场为龙头的现代商业，以农业观光
为品牌的乡村旅游业，村集体总资产超
过5.5亿元。

村民王淑兰今年69岁，她家的两层
小楼宽敞明亮，屋内现代化家电设施一
应俱全。“49年前，我嫁到大梨树村，全家
忙活一年就剩下几百块钱。现在儿子在

村里干工程，媳妇在村里办的酒店上班，
真是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王
淑兰说。

硬化的柏油马路、设施先进的乡村
小学、一个个干净卫生的旅游厕所……
近年来，大梨树村用城市化理念管理社
区，建立了卫生保洁、园林绿化、物业服
务等管理队伍，供电、供气、给排水、集中
供暖、水冲式公厕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没有树，我们可以栽树；没有水，我
们可以憋水；没有景，我们可以造景！我
们虽然改不了天，但我们可以换地。”大
梨树村原党委书记毛丰美的豪言壮语如
今已成现实。

干劲从何而来

到过大梨树的人无不对大梨树的
“干”字精神肃然起敬，同时很多人也在
思考：大梨树的干劲从何而来？

大梨树人说，是党的政策给了他们
信心、闯劲和拼劲。

30多年前，毛丰美在全村大会上郑
重承诺：“让全村百姓过上和城里人一样
的好日子。”习惯于土里刨食的村民问：

靠啥能过上好日子？“党的富民政策里就
有机会和财富。”毛丰美这样回答。

上任伊始，毛丰美与村干部商量北
上黑龙江贩运土豆和粮食。有人说是

“投机倒把”，有人说不务正业。他说：
“国家已经允许发展商品经济，真有问
题，责任我担。”他带着村干部筹了4万
元，倒腾回五车皮小米，两车皮土豆，沿
街售卖，忙乎一个冬天，净赚了1万多
元。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
梨树村投资1500万元，只用7个月时间
在火车站附近建起了辽东地区最大的封
闭贸易市场，为城乡提供2000多个就业
机会，每年为村里创收300多万元。此
后又兴办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农工商
贸旅一体化发展道路。如今，村集体可
支配财力突破5000万元。

干的道路永无止境

来到大梨树，会被无处不在的“干”
字元素所感染。为了传承“干”字文化，
大梨树人搞雕塑为“干”字树碑；设展馆，
为“干”字立传。一位游客说，这满山果

园都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干”字碑令
人敬仰。

2014年9月毛丰美去世后，大梨树
村新一届党委继续以“干”字精神开启

“二次创业”。“二次创业”的大梨树人紧
扣时代脉搏，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推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走进大梨树樱桃采摘园，一进门就
看见一排排整齐的樱桃树蓬勃生长，一
串串紫红饱满的大樱桃悬挂在果树上，
很多游客手拿小盒，享受采摘的乐趣。

大梨树果树农场副场长宋宝忠说：
“过去我们主要经营葡萄采摘，现在葡萄
价格下跌，我们投资2400万元，引进大
樱桃项目。现在的大樱桃能卖到80元
一斤，更受市场欢迎。”

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在传承着“干”字
精神，投身到大梨树建设中。

大梨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接待中
心业务员刘天洋2013年毕业于武汉工
程大学，毕业后曾在武汉工作。2017年
大梨树村招聘员工，刘天洋回到了家乡。

“我现在认准了一个字——‘干’！
只要肯干，肯付出，最后一定能有收获。”
刘天洋说。 据新华社

张益萌带着队里的一名守门员在
最里面的场地训练，高球、半高球、地滚
球，一组组地扑救，张益萌一边纠正她
的动作，一边飞快地投着球。“现在她
们几个是年龄最大的球员了，那边场
地打教学赛的主要是零三零四（年龄
段）的有几个零五零六的。”眼前孩子们
在球场上飞奔，尽管技术还略显稚嫩，
汗水淌在她们晒得黑红的脸上，让张益
萌很感慨，“我们打2017年全运会的那
批（球员）基本上都是90后、95后，像我
这样的80后已经凤毛麟角了。”

2017年天津全运会，张益萌以教
练员兼球员身份出战她第五次全运
会。在那之前，张益萌其实已经退役
了，以银牌结束了2013年辽宁全运会
后，张益萌去四川省体育局办公室工
作，待了一年后，她被国家体育总局派
去韩国进修学习。

2016年，四川女曲一声召唤，张
益萌走出办公室回到球场，回到了太
平寺。“说实话，我有些不甘心。”20年
的职业生涯，张益萌经历过大大小小
不少遗憾，几十枚奖牌中，绝大多数
不是金的。2003 年世界杯亚军、
2006年世界冠军杯亚军、2008年北
京奥运会亚军……她最为不甘心的
是，有着34年历史的四川女曲、为中
国女曲输送了近百名国手的老牌强
队，竟然没有全运会冠军——三次银

牌、两次铜牌。
2017年天津全运会，在辽宁队震

天的大鼓呐喊声中，两支宿命的对手
在决赛中战成1：1平。23米球决胜
负，四川队1：3落后，看台上的辽宁亲
友团已经准备提前庆祝，这一幕几乎
就是四年前全运会的翻版，穿着20多
斤守门员护具的张益萌坐在场边，赛
后她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相信历
史总会惊人的相似，但我也相信历史
会被改写，即便是1：3落后时，我依然
相信我们会赢。”最终，四川女曲赢了，
的确是好莱坞电影式的惊天逆转，只
不过靠的不是奇迹，而是一位乐山妹
子用自己的身体改写了历史——吴梦
荣面对辽宁门将的飞堵她用自己矮一
个头、瘦一圈的身体护住了球，为四川
队赢得一个改写历史的点球。

夺冠后，张益萌从场外冲到球场，
抱着队员们一起跳一起哭，她黄色的
头巾很醒目。颁奖时，四川女曲队员
中有手受伤的、有脚受伤的，队友吴梦
荣更是被队友背上领奖台，“之后吴梦
荣在医院里躺了40多天，膝关节一共
有四条韧带，她断了三条，后来还发现
踝关节受伤……”一年后回忆起这一
段，张益萌依然忍不住眼泪，“不好意
思，每次说这个都忍不住，真的，别人
很难想象夺冠的背后付出的是什么
……”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4月辽东，草木萌发。走进大梨树村，苍翠的山岭之间，一座9.9米高的火红色“干”
字碑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这个位于“山沟沟”中的小村落，曾经人均收入只有90元，全村
人依靠“苦干实干加巧干”，硬是把一个荒山沟改造成了“中国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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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
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从三环路拐进太平寺路，总
会有一种跨入任意门的穿
越感，门对门的几个学院和

沿路的绿植，屏蔽了城市的喧嚣。而
太平寺路抵拢倒拐，才是真正的世外
桃源——七里香在栅栏上野蛮生长，
里面是望不到尽头的草坪。

四川省棒垒曲训练场就在这片安
静的草地上，进了一道有年代感的铁
门，走廊上的光荣榜很醒目，照片里的
姑娘们英气十足，她们的履历里大多会

写上：入选国家女子曲棍球队，或者国
青。当然，更醒目的是挂在主席台上的
国旗和队旗。“这是我们的队旗，主体是
一个狼象征着狼性的团队精神，后面是
曲棍球杆，狼的眼睛盯着的就是曲棍
球，象征着死死咬着球权。不放弃球
权、防守反击是我们四川女曲赖以生
存的球队风格，球杆上有一道粗的竖
杠，是我们获得一次全运会冠军的标
志。今年新的球衣上我们会有一颗
星，表示我们拿到过一次全运会冠
军。”张益萌是四川女曲的领队，而在
那面光荣榜上，她的个人简介很丰富：
2008年北京奥运会银牌、2010年广州
亚运会金牌、2017年全运会冠军。可
以说，中国女曲的每一个巅峰时刻她
都在，作为国家队最后的一道钢铁防
线，她是中国女曲赫赫有名的国门。

大梨树：为“干”字树碑的村庄

如果说时间改变了什么，那就
是“80后”的张益萌自评已经不年
轻了。“这个词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觉得80后是年轻的标志，我刚入
队的时候队里还有60后、70后，甚
至50后，现在队里全部都是95后、
00后。”

除了客串守门员教练，张益萌
大部分时间更像是一位管家。午
饭时间，张益萌穿过后厨，走到集
训队，被孩子们包围：“微姐，我的
袜子烂了！”“微姐，我的票啥时候
定！”“微姐我好久可以恢复训练？”
七嘴八舌的一大堆问题抛来，张益
萌一个个回答完毕后，好不容易走
出食堂，依旧有孩子从窗户探出头
来朝她大喊：“微姐我好久可以耍
手机？”刚刚端着餐盘，又有同事找
张益萌商量，“星期四什么时候看
电影？”吃完午饭后，张益萌随机来
到球员宿舍“抽查”，“看，这是我们
年轻的队长，2003年（出生）的。”话
还没说完，张益萌发现那位队长寝
室门口有一个纸盒子，“这是啥，这
是啥！”那位队长立刻拿着纸盒子
跑向一楼的垃圾桶。

下午，队员们开始训练，张益
萌又背着双肩包骑着电马儿准备
出门了，“球队后天要去比赛了，临
时有队员受伤，我要去退票和重新
买票。”

即便是如此琐碎的领队生活，
张益萌也感到很享受，“相比办公
室工作我还是更喜欢和球队在一
起，看着她们每天训练，有一种朝

气和积极向上的感觉。”在张益萌
的理解里，“新青年”是文武兼备更
是正能量，“现在对运动员的要求
是文武兼备、更全面的素质，不仅
要有过硬的竞技能力还要有很强
的学习能力。”从当运动员时期，张
益萌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注重学习
的人，“很多人以为运动员就是头
脑简单、四肢发达，其实这是一种
误解，优秀的运动员在智力、情商
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当了领队
后，张益萌也很爱组织队员们学
习，“我们队都是集体给队员过生
日，礼物就是一本书，然后贴上教
练、领队的寄语。”

看着身边的00后，作为80后
的张益萌其实也很有感触，“90后、
00后虽然在身体上的吃苦耐劳方
面不如我们这一代，但他们更有想
法，更爱思考。他们会在执行中带
入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一点。”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优点、
缺点和特点，作为领队的张益萌
说，自己需要的是发现队员们的优
点和特点，更好地引导他们。

虽然每一代人的特征迥异，但
唯一不变的是“冰山雪莲精神”的
传承，“这不仅是我们四川女曲的
精神，这整个中国女曲的精神。”作
为领队两年，张益萌的目标一直没
有改变，“四川女曲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拿全国冠军，每一次参加全国
比赛我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
是冠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80后女曲“国门”张益萌：

新青年是文武兼备
没有负能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
部考核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考
核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干部考核是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中央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抓
手。《干部考核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为做好新时代干部考核工
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干部考核条例》的颁
布实施，对于进一步发挥干部考核的
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激励引
导广大干部以更好的状态、更实的作
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
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
进，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
刻领会党中央精神，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把《干部考核条例》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要旗帜鲜明把政治标准
贯穿干部考核工作始终，突出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的考核，确保各级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要把区分优劣、奖优罚劣、
激励担当、促进发展作为干部考核工
作的基本任务，进一步调整优化考核
内容指标，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强化考
核结果运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树立
讲担当、重担当、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的鲜明导向。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
《干部考核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
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作为球员兼教练 她跟着90后圆梦 传承四川女曲“冰山雪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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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萌获取的比赛奖牌（部分）。

张益萌从女曲球员转变为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