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闻百见

2012年5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张英 王慧 图编/刘丰 美编/禹元杰 校对/张郁文A02速读/核心报道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双色球
第2012060期

5��3��7

中国福利彩票2012年5月24日开奖号码

3D
第2012138期

红色球：17�16�29�07�10�13
蓝色球：01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网友“奥兰幕”：要真是这样，我室友都死好几百回了。
网友“北京凡人”：以后改吃水煮爆米花吧，这样声音会比较小。
网友“孙礼纪事”：请各院线开场前，将这条新闻播放一百遍！
网友“哼哈二将”：吃薯片的更要小心了。
网友“北京王纯新”： 早知道把这人请来我们小区管管养狗
的。
网友“荷塘细语”：这个家伙应该被枪毙，因为他在电影院开
枪，枪声严重干扰了别人看电影。

5月23日， 四川宜宾副市长谢杰表示，
宜宾机场将迁址重修，并命名为“宜宾五粮
液机场”，机场预计建设工期为3年。因引发
争议，宜宾市的回应称，以五粮液命名，既
能提高宜宾市的知名度， 还能扩大五粮液
的影响力，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宜宾五粮液机场”一出，可谓争议四
起。宜宾市称是双赢举措，又进一步表示，
同样作为公共资源的公路可以冠名， 为何
机场就不能呢？ 再说之前已有贵州茅台机
场今年准备开建。这种类比式回应，自有其
合理之处，且若作持平之论，“宜宾五粮液
机场”确实并非洪水猛兽。

从现实角度可以窥见， 铁道部运营亏
损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一些人气不旺的机

场亏损也常有耳闻，开放民间融资的呼声一
直连绵不绝， 类似决策也在不断地颁布，各
行各业对民资的放开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
的趋势，这也在制度层面得以应验———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其中就特别强调，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
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
设。

但现实的困境在于， 之前有钱可赚的
时候政府未能开发民间资本， 如今大多亏
损之时又开放，即便民间资本进入，也大多
缺失话语权与主动权。于是，民间资本在考
虑要不要进入这些传统的垄断行业、 公共
资源领域时，便有些犹豫徘徊，决定艰难。
在这样的前提下，唯有给民间资本“看得见

的利润”， 资方才可能放心地进入这些行
业。

民间资本要进入这些传统、 垄断行业
通常有两个途径， 一是传统的商业合作形
式，如参与建设、筹划等；二是新型的商业
合作形式，即通过类似冠名广告的形式。在
传统商业合作形式进展缓慢的情况下，通
过冠名这种新型的商业合作形式， 未尝不
是一种出路。先以“看得见的利润”吸引民
间资本融入， 再以良好的合作形式消除民
间资本的心理障碍， 最终才可能真正实现
民间资本的完美融入。

我们无法细知宜宾机场的冠名是怎样
的一种合作形式，但其中应有资金的支持。
虽说亦有可能是政府对当地龙头产业的一

种鼓励，但这种利益不可能是单向的。单向
的对话注定行之不远， 只有双向的互惠互
利，才能相携前行。敢以“五粮液”命名机场
的合作方式，是一种成熟的方式，它不仅体
现出政府与民间的良好合作愿景， 也昭示
出一种新的、更具发展后劲的走向。

无论民间资本以何种形式进入传统的
公共资源领域、垄断领域，都是一种市场开
放形式。只有足够的民间资本融入，市场理
性方可能真正回归。 机场名称只是一个代
号， 民间资本不是洪水猛兽，“宜宾五粮液
机场”同样如此。我们不能一面鼓励民间资
本融入， 另一面又过度排斥公共资源商业
化，这是自相矛盾的，也不利于市场理性回
归。 ■龙敏飞

“宜宾五粮液机场”不是洪水猛兽

“2012年房地产市场继续维持盘整态势， 房产交易量将相对萎缩，房
价可能略有回落，但大幅降价可能性也很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24日发布2012年《房地产蓝皮书》，指出今年房价大幅降价
可能性小，调控与社会预期有差距。

“我生活作风上很不像话，结交了几个情人，为了讨她们的欢心，厚颜
无耻地向房地产开发老板索要钱财，给她们买商品房，供她们消费挥
霍，我真是糊涂呀。”

新疆伊宁市委书记焦宝华不择手段收受贿赂3465万元，成为新疆有史以来第
一贪。因为在众多公事处理中他让情妇插手干预，被人称为“情妇垂帘听政”的官
员。

“你想有个好的猎鸟狗？你想有个很主动的(猎鸟狗)？那就挑选最活
跃、最爱动的，而不是躺在角落里睡觉的。”

近日， 美国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斯蒂夫·金声称让移民进入美国就
像选择优种狗一样，其言论遭受美国国内舆论强烈批评。

吃爆米花引发的血案

都市快评

非常语录

看电影时遇到太吵的
邻座怎么办？ 拉脱维亚一
名男子选择了一种极端做
法， 他举枪打死了吃爆米
花声音太大的邻座。

据法新社22日报道，
这名男子名叫齐科夫，29
岁，是一名律师。他在首都
里加一家电影院看影片
时， 与身边男子埃格勒发
生口角。 齐科夫抱怨埃格
勒吃爆米花的声音太响。
争吵中， 齐科夫拔枪朝埃
格勒连开3枪，埃格勒当场
死亡。本月22日，法院判处
齐科夫17年监禁。

知道引起自己某种消极情绪的原
因，并能努力化解，能随活动需要较快
地转换情绪和注意。

换了新幼儿园或班级能较快适应。
能依据所处情境使用恰当的语言，如别
人悲伤时会用恰当语言表示安慰。

能有序、连贯、清楚地讲述一件事
情。 能根据故事的部分情节或图书画面
的线索猜想故事情节的发展， 或续编、创
编故事。

教育部制定“育儿”标准：3~4�岁走1公里不喊抱，5~6岁不高兴时能找出原因并化解

家长们，看看你家宝贝达标了吗

会识多少字、 会背多少首唐
诗、会说几句英语……这些，将不
再是你家孩子“能干”的标志。上
幼儿园的孩子该懂些什么、 该做
些什么， 即将有一个新的科学评
价标准。

5月23日， 由教育部制定的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引起家长们
的极大关注，有网友将其称为“幼
儿园国标”。

记者看到，这份《指南》将幼
儿的学习与发展分为健康、语言、
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分别
对3~4岁、4~5岁、5~6岁三个年龄
段末期幼儿应该知道什么、 能做
什么， 大致可以达到什么发展水
平提出了合理期望。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5
月23日至6月12日。

四散跑时能躲避他人的碰撞；
能行走1公里左右（途中可适当歇
歇、停停）。

能熟练地用勺子吃饭。愿意喝白
开水，不贪喝饮料。不用脏手揉眼睛，
连续看电视不超过15分钟。能将玩具
和图书放回原处。

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游戏或
其他活动。想加入同伴的游戏时，能
友好地提出请求。

经常问各种问题，或好奇地摆弄
物品。经常自哼自唱，喜欢模仿有趣
的动作、表情和声调。能用简单的线
条和色彩大体画出自己想画的人或
事物。

能手口一致地点数5个以内的物
体，并能说出总数，能按数取物。在公
共场所走失时，能向警察或有关人员
说出自己的名字、家庭地址、家长的
名字或电话号码。

会数“5”以内的物体
会背自家的地址电话

行走1公里不喊抱
能将玩具放回原处

活动时能与同伴分工合作，遇到困
难能一起克服。知道别人的想法有时和
自己不一样， 能倾听和接受别人的意
见。另一方面，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并说出理由。

主动承担任务，遇到困难能够坚持
而不轻易求助。做了错事敢于承认，不说
谎。会正确地写自己的名字。能用一定的
方法验证自己的猜测。

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活动形式。能自
编自演故事，并为表演制作简单的服饰、
道具或布景。能根据冷热增减衣服，会自
己系鞋带，会按类别整理好自己的物品。

■综合新华社、重庆晚报

知道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对自己感
到满意。 能注意到别人的情绪， 并有关
心、体贴的表现。

不私自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知道
说谎是不对的；知道接受了的任务一定要
完成。 喜欢自己所在的幼儿园和班级，积
极参加集体活动。

能说出自己家所在地的省、 市、县
（区）名称，知道当地的有代表性的物产
或景观。

能用筷子吃饭。每天早晚刷牙且方法
基本正确。每天按时睡觉和起床，并能坚
持午睡。

知道保护眼睛， 不在过强或过暗的
地方看书，连续看电视不超过20分钟。认
识常见的安全标志，能遵守安全规则。

能通过即兴哼唱、即兴表演或给熟悉
的歌曲编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做， 敢于尝试
有一定难度的活动和任务。

运
动

认
知

会自己用筷子吃饭
高兴时会哼唱歌谣

自
理

知道关心体贴他人
知道自己的优点

社
交

换新幼儿园不闹
想象力越来越强

心
理

天气冷了自己添衣
做了错事勇于承认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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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喝白开水

不贪喝饮料3~4
岁

主动护眼，

看电视不超

20分
钟

4~5
岁

不高兴时，

能找出原因

并化解

5~6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