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运彩友喜迎开门红

刮出“25万元+25万元”福彩大奖
进入2021年，山东彩市愈

发红火，广大彩友好运爆棚、鸿
运当头！1月18日，福彩刮刮乐

“辛丑牛”派奖营销活动的第一
天，我省青岛彩友肖先生 (化
姓)就幸运收获10元贺岁票“辛
丑牛-牛年大吉”25万元的一等
奖，根据派奖规则，他还可以再
获25万元的派奖奖金，总奖金
达50万元！

作为岛城第一个刮出“25
万元+ 2 5万元”大奖的幸运彩
友，肖先生非常兴奋。“我平常
就很喜欢刮刮乐，没想到这次
居然刮出了50万元的大奖，很
意外也很开心。”肖先生领奖时
笑呵呵地说。

据了解，肖先生是刮刮乐

的铁杆粉丝，经常会去身边的
福彩销售站购买刮刮乐试手
气。碰到刮刮乐开展活动，他必
定会参加。肖先生介绍，今年已
经不是他第一次参加生肖票的
活动了，在“辛丑牛”刮刮乐派
奖营销的预热阶段，他就已经
了解了活动内容，新票上市后，
他便购买了参与机会最多的10
元贺岁票“辛丑牛-牛年大吉”，
放在家里和家人一起享受刮彩
的乐趣，没想到今年居然刮出
了总奖金高达50万元大奖！“我
准备领完奖回去再买本20元面
值的牛票，继续支持福彩刮刮
乐。”肖先生说。

(刘秀 王晓丽)

1月14日，在新的一年开
启的美好时刻，泰安市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分别走进泰安
市泰山区三友小学、仓库路
小学和岱东社区，为他们送
去了8台激光打印机，用于学
校日常教学及社区疫情防范
工作。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
程中，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
元，社区承担着重要任务。疫
情严重时，福彩人也会积极加
入到社区防疫队伍，通过街道
值勤、捐款捐物等形式贡献福
彩力量。新年伊始，为了支持
社区工作，泰安市福彩中心为
岱东社区送来了激光打印机，
期望充分发挥社区治理多方
联动力量，共同构筑起防疫
复工的严密防线。

除了积极为社区疫情防
范提供支持，市民政局、市福
彩中心还一直关心、关注着
少年儿童的成长和教育。泰
安福彩工作人员表示，近年
来，泰安市投入福彩公益金
3153万元，建成了设施全国
一流的市儿童福利院，使全

市140余名孤残儿童有了温
暖的新家；投入福彩公益金
1740万元，建设完成了泰安
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该项目占地11 . 5亩，投入使用
后，将成为山东省第一家以
城乡流浪儿童救助为主，兼
顾成年人救助于一体的综合
性救助平台。此外，泰安市投
入福彩公益金50万元，开展了
残疾孤儿手术康复工程，先
后为32名残疾弃婴和困难家
庭儿童做了矫正和康复手
术；开展的“慈善·福彩助学”
救助活动，助力贫困学生无
忧无虑地走进大学校园，圆
了人生的梦想。今年春节前，
泰安市还将投入30万元福彩
公益金，开展“助梦飞翔”和

“与爱同行”关爱活动，帮助更
多的困难学生和孤儿。

截至2020年底，泰安市
已累计销售各类福利彩票76
亿多元，筹集福彩公益金超
22亿元，为养老服务、残疾康
复、孤儿救助、困难群众救济
等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提供
了有力资金支持。 (陈梅君)

泰安福彩爱心捐赠
入学校、进社区

为回馈彩票购买者，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1月18日0点至3
月5日17点在全国开展“辛丑牛”生
肖系列即开票游戏派奖活动。活动
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对购买10元、20元面值“辛丑牛”生
肖票，且单张彩票兑取50元、25万
元以及100万元三个奖等的购彩者
给予派奖奖励，每个奖等的派奖金

额等于相应奖级的设奖金额。全国
预计派奖2亿元！

在“辛丑牛”生肖票派奖期间，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也同步
推出全省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
我省购买10元或20元面值“辛丑
牛”生肖票的彩友，每日9点至21点
(活动最后一天为9点至17点)通过
“山东福彩中心”微信公众号扫描

彩票保安区覆盖膜下的二维码，就
有机会获得面值1000元的加油卡。
全省共送出6300张千元油卡！

目前全国派奖与全省营销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喜欢刮刮乐的
彩友可以到福彩销售站体验活动
乐趣。(活动详情可登录山东彩票
网或关注“山东福彩中心”微信公
众号查询)

相关链接

福彩刮刮乐派奖营销活动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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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王学钧

舆论场上，“郑爽代孕风波”
依然砰然作声。据说，一直一脸
无辜为自己辩护的郑爽，已面带
微笑录完了“退圈声明”，试图在
各路铁粉的护持下，以挥别娱乐
圈的傲娇姿态为这场始料不及
的轩然大波画个句号。

如果真是这样，郑爽恐怕又
错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虽
已默认了在美实施商业代孕的
事实，但仍欠公众一次公开的认
错道歉。前男友“爆料”之后，郑
爽方面的回应还算及时。不过，

至少到目前为止，回应中非但全
无认错道歉的内容，还表现得颇
为理直气壮——— 除了咬牙切齿
地声讨前男友之“渣”，就是以国
家没有“明示”、境外代孕合法为
由为自己申辩：“在中国国土之
上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
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
规。”

可是，正如中央政法委微信
公众号在相关评论中所指出的，
商业代孕把女性的子宫当作生
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当作商品
买卖，甚至可以随意丢弃，这条
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打着法律的
擦边球，不止损害女性健康、物

化剥削女性，更是践踏公民权
益、败坏人伦道德。作为中国公
民，因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
钻法律空子跑去美国，这绝不是
遵纪守法。从这个角度看，郑爽
方面的各种“理直气壮”根本站
不住脚。

“郑爽代孕风波”再次提醒
我们，该是更坚决地对商业代孕
说“不”的时候了。

一方面，应以更明确更严
密的法制体系对商业代孕严加
规制，最大限度地消除监管上
的灰色地带，防止有人钻法律
的空子。原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
形式买卖精子、卵子、胚胎，医
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
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是，这一
作为部门规章的“办法”缺乏足
够的法律效力，仅仅对医疗机
构和医务人员作出限制，且最
高罚款只有区区三万元，在很
大程度上为商业代孕留出了

“操作”的余地。也正因如此，跑
到国外做代孕的郑爽们才敢理
直气壮地为自己的代孕行为辩
护，明令禁止的商业代孕才会
一直在监管模糊地带野蛮生
长。不能再犹豫彷徨了，加快相
关法制建设的步伐，以更明确

更严厉的罚则“叫停”商业代
孕，已是一项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应以霹雳手段对
商业代孕进行全链条的打击。商
业代孕往往是代孕需求方、代孕
中介、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
妈妈、实施代孕操作的医生、开
具出生证明的医院“共同努力”
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要想根
治商业代孕，就必须对商业代孕
链条中的每一环节严加规制，依
法对每一个与商业代孕“有染”
的人予以严惩。否则，相关的法
律制度无论看上去多么严厉多
么周全，都不会达成预期的治理
效果。

严惩商业代孕，不让郑爽们钻空子

葛评论员观察

来来来论论论

把人绑树上“动私刑”，基层防疫不能使用蛮力

□苑广阔

1月6日，石家庄藁城区全域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所有村庄社
区均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1月18
日上午9时许，曹某要进入南营镇
水范寨村买烟，遭到村内卡口值
勤人员制止，曹某不听劝阻，执
意要进入村内，值勤人员在村党

支部书记闫某的指使下，将曹某
绑在树上谩骂。目前，公安机关
已经以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案立案调查。

村民曹某违反疫情防控规
定，乃至不听值勤人员的劝阻，
强闯卡点，确实有错在先，但是
值勤人员在村党支部书记的授
意下，将曹某绑在树上进行谩
骂，非但有错，而且已经涉嫌违
法。现在，作为村支书的闫某，不
但被停职处理，而且他和值勤人
员还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进行立案调查。

这件事说起来其实挺遗憾
的，遗憾就遗憾在包括村支书闫
某在内的人，本身都是疫情防控
的一线人员，他们在大冬天值勤
受苦受累不说，还要在疫情的中
高风险地区承担着比别人更多
被传染的风险。结果却因为在值
勤过程中的具体做法涉嫌违法
被处理和立案调查。

但错了就是错了，违法了就
是违法了，不能因为你是疫情防
控人员，是在值勤，就能够被网
开一面。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我
们反思的，就是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之下，如何让疫情防控的政
策、措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之内，如何在加强疫情防控的过
程中，也秉持人性化的防控理
念，而不是因为疫情防控就涉嫌
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对公民的日
常工作和生活造成非必要的影
响。

在具体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尤其是对于身处疫情防控一线
的人员来说，很多规定都是硬性
的，强制性的，所以必须依靠必
要的力度去落实和执行，但是有
力不代表蛮力，更不能以违法的

手段去进行疫情防控。
那么对于全国成千上万一

线疫情防控人员来说，如果有人
不服从疫情管理规定，不听劝
阻，乃至非要“闯关”怎么办？当
然还是要坚持以劝导为主，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如果劝不
动，那么不妨报警处理，由警方
介入，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疫情防
控规定来处理，但无论如何不能

“动私刑”，否则就很容易把好事
变成坏事。

投稿邮箱：q i l u p i n g l u n @
sina.com

“郑爽代孕风波”再次提醒我们，该是更坚决地对商业代孕说“不”的时候了。应以更明确更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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