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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
——致敬马拉多纳

在世界杯历史上，不少人认为，没有
任何一个球员的成就，能比得上 1986 年
墨西哥夏日骄阳下那个在绿茵场上无所
不能、跌倒又不断爬起、最终走上世界之
巅的传奇——马拉多纳。

尽管常被拿来与他比较的贝利曾三
次赢得世界杯，但巴西“球王”身边有不少
被球迷铭记的杰出队友的名字。而回想

起 1986世界杯上马拉多纳的队友，
许多人却难以说出其他人的名字。

这是马拉多纳传奇和伟大的
一个原因——他几乎凭借个人的
天赋和努力、以及对“潘帕斯雄
鹰”统帅般的领导力，塑造了载入

足坛乃至世界体坛史册的一个时代。
每当回忆起那个击垮英格兰队的“世

纪之球”，BBC 解说员的现场评论，或许
最能代表那个“震动”世界足坛的瞬间。

“马拉多纳，转身，就像一条鳗鱼，摆
脱了围追堵截。这个小个子男人，来到（后
卫）前，让他‘歇菜了’，又晃过另一个中卫，
也让他‘挂了’……马拉多纳为什么是最
伟大的球员——他埋葬了英格兰队的
防线！”

在这个从本方半场控球、长途奔袭、
连过数人、一剑封喉的进球前，马拉多纳
打入一粒或许被更多人津津乐道的“上帝
之手”的进球。他回忆说，那个进球得益

于“一点点马拉多纳的头和一点
点上帝的手”。

因英阿之间的历史纠葛，这
场淘汰英格兰队的四分之一决
赛，将马拉多纳推上了超越足球
意义本身的更高地位。而不应被
忘记的是，他随后半决赛独中两
元，淘汰比利时，堪称巅峰时期另
一经典之作。决赛中，又是他的
传球，帮助阿根廷队战胜西德队，

夺得世界杯。
这些经典瞬间，因岁月流逝，有时会

被“上帝之手”的话题所掩盖，但却无可辩
驳证明，马拉多纳是一个靠着球技、天赋
和性格，征服世界足坛的传奇，而生涯末
期和退役后的争议，仅是其中一部分。

60 年前，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贫
民区，他通过足球改变命运，其桀骜不驯
和坚强另类的性格，反映在那一次次被
侵犯后跌倒又爬起的坚毅和求胜欲望。

他身高 1 米 65，在那个年代，这并不
具备被视为成为优秀球员的身材，但他用
出色的技术、敏捷度、视野、控球、盘带、
传球以及赏心悦目的“人球结合”，弥补了
一切。某种程度上，他或许改变了足坛技
术潮流和青训培养理念。

退役后，生活不自律，让他饱受争议，
也出现健康问题。有人说，他只会在足球

场上找到那份安宁。作为一名球迷，他会
出现在博卡青年队的看台，脱下衬衫，助威
呐喊。2018年世界杯，他还出现在阿根廷
对阵尼日利亚队的现场。赛前，他对天祈
祷，当梅西打破僵局，他近乎疯狂庆祝。在
很多球迷看来，他的真性情与球技一样，是
他魅力所在。

那些在上世纪 80、90年代，见证过马
拉多纳辉煌的球迷，是幸福的。因为看着
他从另类走向成功，才更能品味那跌倒后
又站起来的身影，还有那一次次技惊四
座、所向披靡的左脚带球。也许，与他一
同成长，才更能明白他的伟大。

此刻，当传奇逝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年份，脑海中萦绕着的，是一首歌中的那
句词——“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

再见，马拉多纳。
□岳东兴 白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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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劳模是什么？
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功臣。
11月24日，1689名全国劳动模范和804名全国先进工作者在

人民大会堂受到表彰，代表全体劳动者接受党和国家的最高礼赞。
新中国成立以来表彰了多少劳模？劳模是怎样评选出来

的？如何才能成为劳模？

多少劳模受到表彰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一个国家的非凡成就，
总是由点点滴滴的平凡人物汇集而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各个时期，以劳模为代表的广大工人阶级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用平凡的双手创造不平凡的梦想。

2020年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筹委会办
公室主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介
绍，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评选表彰劳动模范，1950年至今
先后召开 16次表彰大会，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超 30000人次。

据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劳模表彰大会每5年
召开一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计划今年“五一”国际劳动
节前夕召开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因此推迟。

24日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共表彰
2493名人选，其中全国劳动模范1689名、全国先进工作者804
名；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 1192人，占总人数的 47.8%；农民
500人，占20.1%；机关事业单位人员801人，占32.1%。

李玉赋表示，与往届相比，此次表彰提高了一次性奖金标
准，同时还重新设计了奖章。新设计的奖章，通径从 55毫米
扩大到 60毫米，凸显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理念，彰显了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的示范引领作用。

劳模是怎样评选出来的

劳模评选是一项极其复杂严肃的工作。以此次评选工作
为例，2020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党中央、国务院专门成立2020年表彰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

李玉赋介绍，筹委会办公室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相关部
门和成员单位积极协同配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2月，制定
印发《推荐评选工作有关政策说明》，指导各单位做好人选推
荐工作。

3月，召开筹委会办公室会议，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研
究部署工作，指导各单位上报推荐材料并进行初审。

5月，基本完成初审工作。
6月，指导各地认真做好省级公示及后续工作。
7月，基本完成复审工作。
10月15日至19日，在《人民日报》进行为期5天的全国公示。
10月 21 日，中央领导同志主持召开筹委会全体会议，

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拟表彰人选名单，对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提出明确要求。

11月，将拟表彰人选名单呈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
其中，如何确保评选表彰工作公开、公正、公平？

“严格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即实行初审、复审两次审查，在所在单位、
省级和全国进行三级公示。在推荐审核所有工作环节中，严格评选标准，严
肃评选纪律，认真处理举报事项，该调整的调整，该拿下的拿下，确保人选能
够树得起、立得住，经得起检验。”李玉赋说。

如何能成为劳模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这是
劳模精神，也是成为劳模的必备条件。如今，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需要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只要有想法、肯干事、敢创新，任
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劳模。

受表彰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李玉赋说，此次受表彰人选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推荐评选条件，具
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先进性。人选都经过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
认定，基本上具有省部级表彰奖励的荣誉基础，并且近 5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九大以来创造了突出业绩，其中有 200余人在脱贫攻坚领域作出了突出
贡献，有 358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受表彰人员中，中共党员 2015名；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158名；女性 578人，占 23.2%；少数民族 226人，占
9.1%。人选基本涵盖各个领域和行业，尤其是来自基层一线的比例较高，
其中一线工人和企业技术人员 847人，占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 71.1%，
比原定比例高出 14.1个百分点；农民工 216人，占农民人选的 43.2%，比原
定比例高出 18.2个百分点；科教等专业技术人员、科级及以下干部 661人。

三是选树了一批抗疫先进典型。按照筹委会统一部署和要求，推荐
评审出 300名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先进个人，他们逆行出征、无私
无畏，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后要更加关心关爱劳模和工匠人才，加强服务管理工作，为他们发
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推动更多劳模和工匠人才竞相涌现。”李玉赋说。

□魏玉坤 樊曦

——聚焦《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这些鸿沟，我们陪您一起跨过

无健康码出行不便，网上挂号、网上就医、网上购物“障碍”重重……快速发展的信息

技术，让更多人享受便利的同时，却在老年人面前划出一道无形的“鸿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11月24日公布，

针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遇到的种种“痛点”“难点”，提出解决方案。

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54亿，占总人口的18.1%。方案能否解决老

年人的困扰？帮助他们跨过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鸿沟”，我们怎么做？

不会用“健康码”，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常常受阻AA
疫情以来，扫码通行成为必须。

但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扫码
的老年人而言，“健康码”却成了日常

生活的“拦路虎”。
【方案】各地不得将“健康码”作

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对老年人等

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
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信行程卡”作
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在充分

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推进“健康
码”与身份证、社保卡、老年卡、市民卡等互
相关联，逐步实现“刷卡”或“刷脸”通行。

BB 叫车软件太复杂，出行不畅

约车软件太复杂不会操作，移动
支付、“扫码”乘车搞不定……当年轻
人享受智能化带来的便捷出行时，
不少老年人却在感叹出行难。

【方案】引导网约车平台公司优

化约车软件，增设“一键叫车”功
能，鼓励提供电召服务，对老年人
订单优先派车。铁路、公路、水运、
民航客运等公共交通要保留使用
现金、纸质票据、凭证、证件等乘车

的方式。
在上海市普陀区一处出租车候

客站点，陈德明老人正在使用线下
“一键叫车”功能。

上海市出租车统一平台“申程出

行”副总经理许轶群介绍，高峰时老
人叫车订单量一天达三四千单。线
上APP还针对老年人反馈不断优化，
比如设置大字体的老人叫车模式、推
出家人代叫车功能等。

CC 网络挂号不简单，就医怎么办

网络预约挂号、自助缴费、自助
打印检验报告……给人们带来极大
方便的智能化就医服务，却成了不少
老年人求医看病的难题。

【方案】医疗机构、相关企业要完

善电话、网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号
方式。应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
保留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等人
工服务窗口，配备导医、志愿者、社
会工作者等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就医

指导服务。
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医院，导

诊护士和志愿者协助老人使用身份
证在自助机上挂号、缴费。医院专
设优先窗口，为 65岁以上老年人等

人群服务。
“导诊手把手教，操作几次我就

学会了。智能化对老年人来说，也可
以带来便利。”长沙市开福区 66岁的
范忠东老人说。

DD 网上支付不放心，现金不收怎么办

移动支付、网上缴费不放心，现
金支付很多商家不愿收，银行网点
智能终端操作复杂……年轻人使用
流畅的移动支付，却让不少老人心
里不踏实。

【方案】保留传统金融服务方式。
零售、餐饮、商场、公园等老年人高频
消费场所，水电气费等基本公共服务
费用、行政事业性费用缴纳，应支持
现金和银行卡支付。加大对拒收现

金、拒绝银行卡支付等歧视行为的整
改整治力度。

在智能化转型背景下，银行传统
柜台逐步减少。北京多家银行均增
加了大堂工作人员配置，对需要帮助

的老年人专门引导、全程陪同。
“人老了，眼睛不好使，动作也慢。

银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感觉很贴
心。”年近七旬的冷阿姨说，“设备先
进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服务。”

EE 政务办理很方便，不会线上办理怎么办

“互联网+政务服务”让老年人办
事少跑腿，但有时候还得靠孩子帮忙。

【方案】各级政务服务平台应具备

授权代理、亲友代办等功能，方便不使
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网上
办事。医疗、社保、民政、金融、电信、

邮政、信访、出入境、生活缴费等高频
服务事项，应保留线下办理渠道。

在不少地方政务大厅，都专门设

有老年人服务窗口。北京市近日发出
倡议，行业窗口应优化服务，为老年
人提供“绿色通道”。

智能终端不好用、不会用，这个槛怎么迈FF
智能终端的使用给生活带来很

多便利，但不少老年人却不会用或用
不好。开发便于老年人使用的智能
产品，帮助学会使用，是他们的心声。

【方案】推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

品适老化改造，使其具备大屏幕、大
字体、大音量、大电池容量、操作简
单等更多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特点。
针对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困
难，组织行业培训机构和专家开展专

题培训。
长沙市开福区 70岁的陈春芳老

人上周参加了社区组织的老年人使
用智能手机培训。“年轻人给我们上
课，他们很耐心，我们也很认真。”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真正解决老
年人面对的技术“鸿沟”，需要用老
年人的眼睛去关注他们的需求。归
根结底，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安蓓 吴雨

◆视点

11月25日，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省蒂格
雷，一名男子手捧马
拉多纳的自传。当
日，阿根廷传奇球星
迭戈·马拉多纳突发
心 梗 去 世 ，享 年 60
岁。他的离世立即引
发了世界体坛的无尽
悲伤与悼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