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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扶弱、助残传统美德之际，同时也是江苏

体彩开展“公益体彩金秋送关爱”活动之时。为此，我省各市体彩纷纷行动起来，为关爱群体送温暖。

江苏各地体彩开展金秋送关爱活动

南京体彩走进社区为爱添彩

10月 23日，南京市体彩中心
党支部开展了重阳节走访慰问活
动，为江宁区胜太路社区内老人们
送上节日的祝福与关怀，中心党员
代表参加了活动。在慰问活动中，
支部组织亲切地问候了每位老人，
还悉心问候他们的身体状况、食宿
情况，并送上了重阳糕、长寿面和小
米运动手环等慰问品。白阿姨是一
名退伍军人，曾经在部队医院做过
护士，她回忆了当年去唐山地震灾
后援建的峥嵘岁月。白阿姨说：“现
在的生活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
丰衣足食，其乐融融。今天特别感
谢体彩志愿者来给我们过节，今天
我才对体育彩票有了真正的了解，
原来我们小区楼下的健身器材就是
来自体彩公益金，我们的社保也有
来自体彩公益金，体彩在我们身边
真是无处不在！”

苏州吴中体彩助困暖人心

为进一步践行“公益体彩,乐善
人生”的公益宗旨，苏州吴中区体彩
中心特别搭建助残平台，于金秋蜜
桔成熟之时，组织区体彩从业人员
赴吴中区内重点贫困帮扶家庭开展
公益体彩之助残扶困活动。金秋是

丰收的季节，可位于吴中区东山陆巷村
的贫困果农叶雪生家却犯了难，由于疫
情的原因，作为全家收入来源的橘子却
成为了滞销品，恰逢近期天气多变，全
家的辛苦付出眼看着要付之东流。当
日，体彩爱心团队一行30多人依照计
划前往东山陆巷村，积极认购采摘了橘
子，帮助贫困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活
动由东山陆巷村提供了贫困助困的对
象，吴中区体彩为体彩从业人员搭建了
助残平台，既帮助贫困果农解决了橘
子的销路问题，又为体彩从业人员打
通了助困的爱心通道。

盐城体彩慰问大庆社区

10月25日，盐城市体彩中心开
展了重阳节“体彩公益送关爱慰问老
人”活动。当日下午，盐城体彩慰问组
一行来到盐城市文峰街道大庆社区，
走访慰问这里的老人，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祝福，并为老人们送去了
200袋优质大米和100壶食用油等慰
问品，为老人们带来了欢乐和温暖。走
访中，慰问组一行与老人们促膝长谈、
嘘寒问暖，仔细询问了他们的近期生
活、身体状况，并嘱咐老人，天气转凉，
要及时增加衣物，注意防寒保暖。慰问
组还与他们合影留念，一同度过了一个
安乐祥和的重阳佳节。慰问组长表示：

“盐城体彩人看望社区老人，就是希望

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彰显体彩公益
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宿迁体彩慰问贫困人员

9月25日上午，宿迁体彩部分工
作人员又一次走进宿豫区保安乡韩集
村。在该村赵庄组，工作人员来到贫
困户韩道祥家。韩道祥的爱人身体虚
弱，有慢性疾病，不能从事稍重的体力
劳动，有一个女儿正在上初中，家里经
济来源主要靠种植5亩地的收入，韩道
祥有时做些泥瓦活，能增加些许收
入。工作人员询问了他家近期的生活
情况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并送上慰问
金。工作人员还交给韩道祥一张《扶
贫惠民政策二十条》宣传单，上面有医
疗保障等十大方面共20条扶贫惠民
政策，比如韩道祥家孩子正在上初
中，政府每年给予2000元生活补贴，
进入高中则会增加到3000元，并对照
上面的政策对韩道祥进行逐条宣讲，
让韩道祥感到十分温暖，心里踏实
了许多，对未来充满期待。

常州体彩关爱儿童康复

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被
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目光澄亮，却
不与人对视；他们听觉灵敏，却对父母
的呼唤充耳不闻；他们发声正常，却不
与人交流。他们患有自闭症，但他们的

生活不应该被夺去光芒和色彩。 9月29
日上午，常州市体彩中心全体党员和青年
志愿者走进天爱儿童康复中心，开展了爱
心满满的捐助活动。活动现场，常州市体
彩捐赠了孩子们最为需要的体育器材（价
值28000元），常州体彩“天爱”爱心基地
也随之揭牌。常州体彩与天爱儿童康复
中心因公益结缘、因爱心相聚，将来定会
携手共进，谱写公益体彩新篇章。活动最
后，天爱的星娃们用音乐表达感谢，看着
台上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脸，我们相信爱
能打开他们的心扉，温暖能治愈一切。

镇江丹徒体彩慰问敬老院老人

9月24日-25日，镇江丹徒区体彩中
心工作人员分别走访了谷阳镇敬老院、江
心园区敬老院、高资镇夕阳红养老院，亲切
看望了三家养老院里的老人，为他们送去
了月饼、食用油、水果、面包、牛奶等慰问
品，并提前送上节日的祝福。在养老院里，
体彩中心的志愿者们帮助老人整理房间，
和老人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
饮食、健康状况，并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
了解老人们的需求，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
不少欢笑，更是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近年来，丹徒区体彩中心秉承着“公
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发行宗旨，致力于关
注农村养老服务事业的各项活动，关心老
年群体，关爱老年人生活，充分体现了公
益体彩大爱无疆的品牌理念。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16日公
布报告，全美2019年仇恨犯罪案件
数量为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因仇
恨触发的凶杀案数量为上世纪90年
代初有记录以来最多。

美国民权团体认为，FBI年度仇
恨犯罪报告根据全国执法机构自愿
提供的数据编纂，因而报告呈现的数
据可能比实际低。

仇恨凶杀增一倍多

FBI报告显示，2019年记录在案
的仇恨犯罪事件共 7314 起，接近
2008年7783起的最高纪录；仇恨凶
杀案共计51起，是2018年的两倍多。

按照FBI的定义，仇恨犯罪指犯
罪动机“完全或部分”源自个人对种
族、宗教、残障、性别、性取向等方面的

偏见。报告称，去年仇恨犯罪的罪犯
53%是白人，24%是非洲裔美国人。

报告称，基于宗教偏见的仇恨犯
罪去年同比增加将近7%，针对犹太
人或犹太教机构的仇恨犯罪去年有
953起；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仇恨犯
罪为1930起，比前一年1943起略微
减少，仍是最大一类仇恨犯罪。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
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分析报告
数据后称，非洲裔美国人依然是犯罪
分子的头号攻击目标，“白人至上主
义者发起的大规模国内‘独狼’式恐
怖袭击变得越来越致命”。

去年51起仇恨凶杀案受害者包
括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枪
击事件遇害人员。一名枪手去年8
月在当地一家沃尔玛超市发动袭击，

致22人死亡、24人受伤，受害者多为
拉丁美洲裔。政府调查认定，枪手动
机是“把拉美裔吓离美国”。

自愿上报或致“低估”

民权团体“反诽谤联盟”呼吁国
会和全美执法机构改善仇恨犯罪数
据的收集和上报工作。批评者认为，
仇恨犯罪数据可能不全，部分原因在
于数据采集以各地警方“自愿上报”
为基础。

按照FBI的说法，全美去年约1.5
万家执法机构参与仇恨犯罪数据收集
项目，仅有2172家上报数据，上报机
构数量虽比前一年有所增加，参与这
个项目的机构却比前一年减少。大量
执法机构似乎没准备上报任何有关仇
恨犯罪的数据，一直令司法部“抓狂”。

反诽谤联盟主席乔纳森·格林布
拉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执法机构）
不能充分参与FBI仇恨犯罪数据收
集项目，仇恨犯罪所产生影响的严重
性无法得到全面评估。”他认为，那些
生活在“边缘社区”、最容易遭受仇恨
犯罪的群体往往因举报困难而放弃
追究，美国必须为他们“扫清障碍”。

美联社 2016 年调查发现，从
2010年到2015年，全国超过2700家
市警察局和县治安官办公室没有向
FBI上报过一起仇恨犯罪。

长期追踪美国仇恨犯罪现象的
南方贫困问题法律中心主席玛格丽
特·黄说，FBI的报告再次提醒大家，

“想解决美国社会的仇恨问题，我们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据新华社电）

美国去年仇恨犯罪创十年来新高
据新华社电 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部长会议16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与会各经济体代表重申对自由开放
贸易与投资的承诺，共同努力推动区
域经济复苏和增长。

主持会议的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和工业部部长阿兹明·阿里在致辞中
敦促各经济体继续抵制贸易保护主
义，加强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他
表示，亚太经合组织持续致力于推动
地区贸易和投资议程，尤其是加强贸
易和投资在亚太地区努力实现疫后
经济复苏方面的作用。

阿兹眀表示，自新冠疫情发生
以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展开了一
系列合作，包括建立机制交流有关
应对疫情、重新开放经济的政策和
措施。

阿兹眀同时表示，各经济体共
同合作致力于制定亚太经合组织
2020 年后合作愿景。在“茂物目
标”成功的基础上，这一愿景文件
将指引亚太地区接下来至少20年
的长期发展方向，展望一个基于共
同繁荣的开放、充满活力和具有韧
性的亚太共同体。

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重申

支持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东京大学
等机构最新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
研究人员从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
的地下水中持续检测出了超出自
然水平的放射性氚，但其浓度远低
于日本国家标准。日本专家认为
应该对相关区域的陆地加强放射
性监测。

东京大学16日在英国期刊《科
学报告》上发布了这一研究结果。

其研究小组从2013年到2019年持
续检测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南侧陆地
的地下水，从中检测出超过自然水
平的放射性氚，其平均浓度为每升
地下水约20贝克勒尔（即Bq/L，贝
克勒尔为放射性活度单位）。该小
组表示，这是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周
边地下水中持续检测出放射性氚的
首份报告，表明福岛第一核电站泄
漏了含放射性氚的污染水。

福岛地下水测出放射性氚

新华社电 欧洲阿丽亚娜航天
公司16日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该公
司16日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
发射的一枚“织女星”运载火箭，在起
飞8分钟后出现偏离航道迹象，导致
发射任务失败。

公报表示，此次发射失败的原因
目前尚未查明，阿丽亚娜航天公司正
在分析遥测数据，以确定上述火箭究
竟发生了什么故障。

据悉，该火箭原计划把欧洲航天
局和西班牙工业技术发展中心的
SEOSAT-Ingenio 地球观测卫星
和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的TA-
RANIS科研卫星送入轨道。

法国媒体17日报道说，“织女
星”运载火箭上一次发射失败发生在
2019年7月，当时火箭在升空过程
中因助推器上的电机故障导致发射
任务失败。

“织女星”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据新华社电 飓风
“约塔”16日晚在尼加拉瓜
东北部卡贝萨斯港登陆，预
计将在未来几天严重影响
中美洲多国。目前中美洲
已有数万人被紧急疏散。

据当地媒体报道，“约
塔”西侧风眼壁已移动到
尼加拉瓜上空，带来强风、
风暴潮和暴雨。飓风掀翻
了一家医院的屋顶，造成
的停电已影响 6000 人。
该国沿加勒比海地区有8
万多个家庭面临洪灾和山
体滑坡的危险，当局设立
了1300个避难所。

图为16日，在尼加拉
瓜卡贝萨斯港一所学校改
造的避难所，人们在吊床
上休息。 新华社发

飓风飓风““约塔约塔””登陆中美洲登陆中美洲 数万人撤离数万人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