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每日電

訊》報道，近年來，扶貧出現

「怪現象」：扶貧幹部為脫貧賒

賬借錢背上債；另一頭，大把扶

貧資金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動、不

敢用。多位扶貧幹部直言，建起

「玻璃門」的正是部分單位官僚

主義問題突出，不作為、怕擔責。

扶貧幹部背債四窘況
借錢背債型
山西一個貧困縣的第一書記小張去年初申報了建
設旅遊設施的項目，向朋友借了幾萬元（人民
幣，下同），又跟企業打了十多萬元欠條，項目
才啟動。

賒賬背債型
為了發展養豬項目，山西省忻州市的一名第一書
記老孫以村集體名義向養豬企業、飼料企業、建
築隊分別賒賬，但「催賬的不認集體，只認
我！」老孫說。

擔保貸款型
西南某省一名第一書記為村裡發展泥鰍養殖，苦
等三個月都沒批，只好用工資抵押貸款60萬
元，每個月還3,000多元利息。

鋌而走險型
山西太岳山區的一位第一書記為村集體企業周轉
資金時，拿個人房產抵押借了高利貸。所幸及時
還上了。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官媒：扶貧金難動用 官員背外債
官僚主義問題突出 嚴重拖延脫貧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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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受損兵馬俑歸國待修 蘇州將拆域內太湖圍網
不影響大閘蟹今年產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陝西省
文物局獲悉，之前在美國費城富蘭克
林科學博物館展出受損的兵馬俑目前
已經回國，該局正在制定修復方案。
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周魁英表示，
陝西文物的對外交流不會受影響。據
悉，繼今年2月8日由陝西省文物局

主辦的「秦始皇和兵馬俑」展，在英
國利物浦國家博物館成功開幕之後，
陝西省第二批赴英參加該展的文物於
近日抵達英國，已完成展覽上陳工
作。

不影響陝西文物對外交流
據介紹，在美展出兵馬俑手指被盜

事件後，文物外展安全話題廣受關
注。周魁英在出席陝西省新聞辦新聞
發佈會時表示，兵馬俑在美受損是一
起非常偶然的事件，責任全在美方，
不影響甚至中斷整個陝西文物的對外
交流活動。
他同時亦指出，陝西省文物局日後

將對場館和安保設施提出更具體的要

求、更嚴格的標準。

館寶鎏金銅馬赴英展出
據悉，今年 2月「秦始皇和兵馬

俑」展在利物浦國家博物館開幕後，
受到英國觀眾熱烈歡迎。當時，茂陵
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鎏金銅馬正在香港
參加「綿亙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
路」展。根據中英雙方此前的約定，
以鎏金銅馬為代表的漢代文物，將作
為第二批參展展品於4月赴英展出。

報道指出，精準脫貧是十九大提出的
三大攻堅戰之一。部分地方出現的

這種衝到前線沒「子彈」的情況，挫傷
了幹部積極性，浪費了扶貧資金，拖延
了脫貧進度。
47歲的老孫是山西省忻州市的一名第
一書記，向當地扶貧辦申請20萬元（人
民幣，下同）搞養豬項目，已過審。但
如今豬仔都出欄了，錢只拿到一半，只
好賒賬10多萬元搞扶貧。

25億扶貧資金被閒置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走訪發現，近
年來扶貧幹部為貧困村掏腰包比較普
遍，負債欠錢的有十幾位，金額從幾千
元到十幾萬元不等，大都是想幹事、能
幹事、一心為扶貧的好幹部。
但實際上，當地扶貧資金緊張嗎？完
全不是。記者調查了解到，欠債幹部所
在的村或鄉，大都有一大筆扶貧資金趴
在賬上。比如，老孫村裡有數百萬元的
扶貧資金待花。而去年審計署公佈的全
國158個貧困縣扶貧審計結果顯示，84個
縣形成將近20億元（約合港幣25億元）
閒置資金。這批錢像隔着「玻璃門」，
看得見，摸不着。

基層幹部「五字經」訴苦
被為難的基層幹部總結出「五字

經」：
一「卡」。繁瑣的審批程序將資金卡
在途中。年初申請，一般到下半年甚至
年底才兌現，趕上無法施工的冬季，只
能拖到第二年。
二「截」。扶貧資金截留到縣鄉。中
部某省為2016年下派的一批第一書記每
人配備了10萬元資金。其中一名第一書
記小賈說：「駐村兩年了，錢我一毛沒
見到，縣上說資金整合了。」小賈為村
裡辦小企業，自己掏了8,000多元。
三「甩」。小張介紹說，一些幹部不
擔當，經常以「有風險」為由否決年初
申報的項目，資金便趴在縣賬上。到下
半年縣裡着急，看村裡養殖發展得不
錯，便「甩鍋」給村裡。
四「專」。下撥的扶貧資金強調專款
專用，老孫的村有數百萬元扶貧資金用
於修路補牆「整村提升」，但村裡道路
狀況良好，惟養豬產業面臨資金鏈斷
裂，卻無錢可用。
五「土」。一些地方制定「土政

策」。據悉，有些扶貧資金要求當年增

值10%，但年底才到賬，「一兩個月怎
麼增值？高利貸都沒這麼賺錢！」
報道提出，基層希望擴大鄉鎮、村資

金使用自主權，由鄉村合理整合資金，
清除不合理的資金使用門檻，讓錢順順
利利地落到扶貧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江蘇太湖漁業管理委員
會辦公室主任王小林昨日表示，年內將對太湖蘇州市行政
區域內水域的4.5萬畝圍網基本拆除到位。拆除工作會避
開大閘蟹生長期，不影響今年的產量。
太湖大閘蟹遠近聞名，為當地經濟貢獻不少，2007年

太湖藍藻事件爆發後，水質保護被廣泛重視，圍網整治工
作也提上議程。對於未來太湖大閘蟹的產量，王小林坦言
「將多少會受到影響」。

■■部分扶貧部門不作為部分扶貧部門不作為、、怕擔責怕擔責，，導致扶貧導致扶貧
資金難落實資金難落實。。圖為江西瑞金建立扶貧工作卡圖為江西瑞金建立扶貧工作卡
務求精準幫扶務求精準幫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中國業餘女登山者羅靜已完成
了13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
攀登。 網上圖片

中國科學家研究發現，中華蜜蜂採到有
毒花蜜後雖然會中毒，但進化中漸漸表現
出更高的耐毒性，並形成自我解毒和適應
機制。這一研究成果日前發表在國際期刊
《實驗生物學期刊》上。
論文通訊作者、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

帶植物園研究員譚墾介紹，植物花蜜中的
生物鹼有阻止盜蜜者、減少昆蟲取食頻
次、鼓勵更有效的傳粉者等功能。如昆明
山海棠，它主要分佈在中國西南山區，常
在6月開花，其花蜜中含有多種能引起蜜
蜂中毒的生物鹼，雷公藤甲素便是其中之
一。人誤食這種蜂蜜，也會有中毒甚至死
亡的風險。
為搞清有毒蜜源對中華蜜蜂採集行為的

影響，研究組用含有雷公藤甲素的糖水餵
食採集蜂，並用專門儀器開展蜜蜂學習和
記憶的系列實驗。結果表明，高濃度雷公
藤甲素會使蜜蜂快速中毒死亡，而正常濃
度或低濃度雷公藤甲素對蜜蜂的學習或記
憶都無明顯影響，也不干擾蜜蜂的採集能
力。
譚墾說：「這充分說明昆明山海棠與中

華蜜蜂存在微妙的協同進化關係，該植物
在蜜蜂缺蜜期開花，彌補了蜜源匱乏的困
境；但在進化中，中華蜜蜂又表現出對該
植物更高的耐毒性，並形成相應解毒機
制，從而能為該植物授粉。」 ■新華社上了兩年大學，廣外的學生郭平感

覺反應能力不如以前，常常背疼
胃痛，這都是晝夜顛倒、吃飯不規律
導致的。廣外推出的「課外鍛煉管理
系統」所針對的就是郭平這類宅男群
體。系統通過數據採集來完成對大一
大二學生課外運動的考核。學生一天
的步數會上傳到後台統計，1萬步以
上則當天達標。從4月 2日到4月 10
日的統計情況來看，這套系統已經有
1.1萬名用戶，單日訪問最高人數為
0.9萬人，累計採訪用戶運動數據近
12萬條。

運動40分鐘亦可替代
除了用步數作為達標標準，學生當天

在安裝有藍牙發射器的體育場館鍛煉不
少於40分鐘也可以達標，廣外在體育
館、籃球場、網球場等運動場所安裝了
簽到點。學生通過手機簽到後，40分鐘
後再簽出，可以代替一天1萬步的要
求，完成當天的考核。
為了突破每周只上兩節體育課的局

限，廣外2015年就開始嘗試將課外鍛
煉納入體育課程評價當中，當時要求學
生每周鍛煉3次，每次半小時以上，由

各體育班將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設立小
組長對課外體育鍛煉進行考勤。這套辦
法設立初期起到很大作用，但後期監管
存在難度，有些學生一個學期都用一張
截圖來糊弄，辦法開始失靈。於是廣外
投入30萬元人民幣開發了這套系統。

旨在督促學生運動
當然，針對這套系統，有學生提出種

種糊弄的方式，廣外體育部副主任丘樂
威教授表示，這套系統並不是一個強迫
學生鍛煉的系統。學生參加課外體育鍛
煉，需要老師課內引導，激發學生對體

育鍛煉的興趣；同時還需要對體育課程
進行改革，真正做到課內外一體，讓學
生在課內學習技能，課外有感興趣的內
容可練，也要學校保障充足的場地，這
不是一個系統上線就能改變的。
丘樂威說，這套系統的作用在於讓一

些愛運動的學生更熱愛運動，讓一些有
興趣運動的同學願意開始花時間運動。
「先影響一小部分同學，再由這部分同
學影響更多的同學。未來我們也會聯合
團委、學生會在校內把課外體育鍛煉的
氛圍營造起來，讓更多的同學走下網
絡、走出宿舍、走向操場。」

中國業餘登山者羅靜昨日從西藏拉薩
啟程前往希夏邦馬峰大本營。她計劃在
接下來的幾周內登頂這座海拔8,027米的
山峰。如果成功，她將成為中國首位登
頂全部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女性
登山者。
按計劃，登山團隊將於15日抵達希夏

邦馬峰大本營，然後在5月初衝頂。羅靜
現年42歲，2011年開始攀登海拔8,000米
以上的山峰，2017年7月，羅靜完成了對

13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攀登。

尚未有中國女性躋身「14座俱樂部」
希夏邦馬峰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中段，

珠穆朗瑪峰西北方向約120公里，處於中
國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聶拉木縣境內。
1964年，中國登山隊員首次登頂希夏邦
馬峰。它也是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
中，最後一座被人類登頂的山峰。
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獨立山峰均位於

喜馬拉雅山脈和喀喇崑崙山脈，國際登山
界將全部登頂這些山峰視作一項成就。專
業登山統計網站「8000ers.com」，以及在
國際登山界被認為具有權威地位的「喜馬
拉雅數據庫」提供的數據顯示，此前尚未
有中國女性躋身「14座俱樂部」。西藏登
山隊隊員次仁多吉、邊巴扎西和洛則曾以
團隊形式完成此項壯舉，並被載入「喜馬
拉雅數據庫」2014年發佈的《西藏登山人
物傳記》中。 ■新華社

「「你今天走了一萬步嗎你今天走了一萬步嗎？」？」這是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這是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以下以下

簡稱廣外簡稱廣外））的校園裡的校園裡，，學生們最近常見的對話學生們最近常見的對話。。這源於廣外體這源於廣外體

育部開發了一套育部開發了一套「「課外鍛煉管理系統課外鍛煉管理系統」，」，這是被稱為這是被稱為「「一個為一個為

了讓大家走出宿舍而煞費苦心的小程序了讓大家走出宿舍而煞費苦心的小程序」，」，於於44月初正式投入使月初正式投入使

用用。。通過這套系統通過這套系統，，廣外對考核學生戶外運動提出了新要求廣外對考核學生戶外運動提出了新要求：：

每周鍛煉需要達標每周鍛煉需要達標55次次；；每天的達標標準為每天的達標標準為，，當天步數要達到當天步數要達到11

萬步以上萬步以上，，或者當天在安裝有藍牙發射器的體育場館鍛煉不少或者當天在安裝有藍牙發射器的體育場館鍛煉不少

於於4040分鐘分鐘。。沒有完成者沒有完成者，，將扣除體育成績的將扣除體育成績的1010%%。。廣外體育系廣外體育系

副主任丘樂威教授說副主任丘樂威教授說，，這套系統並非是要強迫學生去做戶外運這套系統並非是要強迫學生去做戶外運

動動，，而是要在校園形成熱愛運動的氛圍而是要在校園形成熱愛運動的氛圍。。 ■■《《廣州日報廣州日報》》

學子日行萬步方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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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貴州省仁懷市周林學校為學生免費開設剪
紙、繪畫、棋藝、科技小製作等32個項目的「課
程超市」。圖為12日在貴州省仁懷市周林學校，
老師在指導學生畫國畫。 ■文/圖：新華社

登全球14座8000米高峰 華女傑攻最後一關

粵高校鍛煉App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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