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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先生病逝。作为中
国电视新闻改革的领军人物，杨伟光主政央视期
间，向机制开刀，向节目要质量，向质量要效益，大
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做了一系列的新尝试，包括其
间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知名
栏目的推出和改革，创造了很多的“第一”，打破了
很多的纪录。（据 9月 21日《人民日报》）

对于杨伟光先生的去世，网络上一片惋惜和
赞扬。正如知名传媒人刘春所说，他在任上推动
央视新闻改革，才有了当年的《东方时空》、《焦点

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大家之所以在
他身后不吝溢美之词，不光是因为他和同事们推
出了一系列至今广受大家喜爱的电视节目，更在
于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身上体现的那种开明包容
的气质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央
电视台改革”几乎成了杨伟光一生功业的最佳注
脚。与其说大家是在追念和缅怀一位新闻前辈，
不如说是在肯定和期许一种改革精神。

如今，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正起。我省目前正
在着力推进的重点改革事项也有简政放权、户籍
改革等 29项，且都是“硬骨头”，诸多“制度红利”
大举释放，发展潜力自不待言。但话又说回来，

再好的经，也怕歪嘴和尚，倘若一些领导干部不
想改、不敢改、胡乱改，区域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
可能倏然而逝，来之不易的发展势头也可能遭遇
挫折。

一个地方的发展怎么样，看看领导干部就知
道。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思维和劲
头，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有的市县富一些，
因为人家那里的干部脑子活、观念新、措施灵，有
事“跑步向前”；而有些地方，干部身上的那种“慵
懒散”架势，尤其是思想观念僵化、推着走都走不
动的状态，已经注定此地发展会差人一截。假如
当年杨伟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观众恐怕要晚很

多年才能看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样的电
视节目。

最近，有电视台在重播历史剧《大秦帝国》，看
后不禁感慨万千，积贫积弱如当时秦国者，通过一
系列改革创新，二十年即令天下刮目，以我省资源
禀赋、发展基础条件，只要上下铆足改革这股劲，
绷紧发展这根弦，中原大地何愁不会快速地“高富
帅”起来？

不改革，就跟不上时代和形势；不创新，就没
有出路和未来。但愿每一位手握权柄者，都能像
杨伟光那样，勇敢地承担起时代和历史责任，矢志
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⑧8

最近，貌似方便面“面”品大爆发，天津某大
学研究证明，方便面比包子营养更均衡，不仅优
于馒头、米饭等传统主食，还将凉皮、炒河粉等
小吃甩出好几条街。

这让无数吃货竞折腰，“难道是方便面要华
丽丽逆袭的节奏？”该研究成果的发布，正值某
方便面巨头卷入地沟油事件，不免让人另作他
想，是否有利益代言的嫌疑，毕竟做学术研究和
做面，有时候是可以揉到一起的。但不管咋说，
起码妥妥地让泡面党松了一口气，“妈妈再也不
用担心我吃那么多泡面了，再说方便面是垃圾
食品的，来，让我们谈谈人生。”

碗中天地宽，面里乾坤大。怀旧派，难忘那
些年我们一起泡的方便面。正所谓，世间百般
滋味，莫过于午夜泡起的方便面。多少忙碌的
夜晚，多少饥肠辘辘的人生，被一碗热腾腾的方
便面温暖。大学宿舍，最体己的莫过于一句：兄
弟，路过小店，一根火腿肠，带桶泡面。最励志
的，当数年初走红的福州那位“泡面达人”，吃
面，也能吃出名堂，因尝遍天下泡面，被美国名
校录取。最雷人的，是“黝黑的水面上漂浮着熟
悉的面条”,在“人类最强饮品板蓝根”和“人类最
伟大的发明泡面”完美结合后，“充饥又败火”的
黑暗料理诞生了。

一个碗，一包面，给点热水，就能当饭。时
间短，花钱少，见效快，操作容易，使用简单。这
就是方便面广为流行的原因。这还不包括，方
便面可以跟你去任何地方，比如看足球；方便面
你吃过就没人和你抢。没有太多的酸甜苦辣和

油盐酱醋，却也可借“面”发挥，心情不好，可以
去超市捏捏方便面，然后回去干吃；代表月亮收
拾不了你，还可换个方式诅咒，你一辈子买方便
面没有调料包。心情好时，许下一大愿望，就是
吃上一碗电视广告里的方便面；传情达意，也可
就地取材，一边泡面一边表白，“你是我的方便
面，怎么泡你都不嫌多”。

不要小看这“烫了头发的面条”，它可被誉
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风靡全球，风头让
排名其后的卡拉 OK 自愧不如。2013年全世界
卖出超过 1000亿块方便面，其中中国高居方便
面消费榜首，消灭了大约 440亿块。国人胃口和
方便面结下的爱恨情仇，恐怕没有哪一种食品
所能比拟。

方便面，未必是健康食品，但却是人在旅途
不可或缺的标配。甚至出国旅游，人们也愿意带
着泡面。带着方便面，让指望赚钱的商家就不方
便了。去年某度假胜地，曝出撤热水防华人泡
面，引发争议。近日，习大大出访还提及这一桥
段，叮嘱：“也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
明。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
瑚礁。少吃方便面，多吃当地海鲜。”

“予人方便面，不如予人方便”，吃泡面可
能是嫌有些地方吃饭太贵而已，顶多算抠门，
无伤大雅。但乱扔泡面盒子、矿泉水瓶，肯定
是不文明的。至于采摘人家的珊瑚，不仅严重
不文明，更是违法的，外出旅游别干这种煞风景
的事。⑧8

孔子周游列国，碰了一
鼻子灰，只能感叹礼崩乐坏，
把落寞的眼光盯到一堆竹签
上，无限向往地说：“周监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还承认周朝的礼制由夏

商变革而来，可到儒家占了统治地位之后，变革
就是罪过，“复古”也即向后看成为压倒一切的思
维模式，判断一切的标准是礼教。

到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宋神宗诘问：
“汉朝如果一直守着萧何制定的法令规章不变，
能行吗？”司马光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可以。岂
止是汉朝可以，即令夏商周的法令规章守到现在
也是最完美的。汉武帝变了高祖的法，盗贼遍天
下；汉元帝变了宣帝的法，汉朝走向衰弱。所以，
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王安石要求知识分子学习
地理、经济等科学，这些最有可能给中国植入活
力 的 种 子 ，随 着 变 法 的 失 败 而 没 发 芽 就 死 去
了。不变地走下去，到十六世纪，当麦哲伦环球
航行的船队到达菲律宾时，明王朝的大臣们还
在为明世宗叫他爹是叔父还是父亲争得头破血
流，一个个嚷着要“仗义死节”。等到西方的坚
船利炮打过来了，向后看就变为向西看，凡是西
方的都是好的。

向西看最终没能挡住向前看，扬弃传统文
化，“拿来”世界文明，立足现实向前看，中国才千
艰万难走到今天的富强。然而，现在讲到改革，
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制度模式作为标准，
认为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不是真改革，又在向西
看。向后看，不顾发展，只能是僵化落后；向西
看，不顾实际，只能是削足适履。只有向前看，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经过实践
证明的正道。⑧8 （吕志雄）

追思杨伟光体现对改革精神期许

方便面的小宇宙

●画中话

今年 8 月 25 日，霍先生妻
子的玉镯被送到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进行鉴
定，霍先生缴了 2 万元的鉴定
费用。9 月初，鉴定结果出来，
霍先生妻子玉镯的价值在 1.5
万到 2万元之间。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教授刘
良表示，如今，经济考量在这
些司法鉴定机构的实际工作
中加剧，使得司法鉴定的公益
性减弱。⑧8 焦海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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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女德班”跑偏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在近日某
媒体对广东东莞蒙正国学馆“女德学堂”的报道
中，这 16 个字，被形容为学堂倡导的“女德”四
条基本原则。目前这类女德班正在全国遍地开
花：从北京、山东、河北一直绵延到陕西、广东
和海南。

关于女德教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礼
记》中的“曲礼”篇和“内则”篇，以及女四书中
的《女 诫》与《内 训》，这 些 古 代 女 性 教 化 讲 义
固然有着一些积极健康的成分，但更多宣扬男
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对女性进行思想禁锢，流
毒甚深。如今女德学堂给学员们灌输的这些
内容，多是要求现代女性恪守“女德妇道”，简
直是古代女性教化讲义的白话版。至于“要做
女强人，就得切子宫切乳房”，更是耸人听闻，
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依照这样“奴化”的教育，
就能教导出善良贤淑的现代女性了？在讲究男
女平等、女性独立的当今，这些按古法炮制、类
似封建糟粕的内容，岂止令人错愕，简直太过怪
诞与雷人了！

女德教育应该有，但必须与时俱进，谨防跑
偏，更不能陷入传统“三从四德”的窠臼，而是要
结合现代女性的道德、公德、礼仪、形象等概念，
批判性吸收传统女德教育思想的精髓，从而培养
出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德女”。 ⑧8

（陈甲取）

性教育要大胆说出口

近日，一条“大一新生接到避孕套礼包”的网
帖引发关注。有网友表示，这是学校加强性知识
教育的好办法；但也有学生质疑，这种方式是否
太超前了？（据 9月 21日《贵阳晚报》）

大学生偷尝禁果之事屡见不鲜，而有大学生
因为未采取必要的避孕举措，造成了意外甚至是
难以挽回的悲剧。学校这么做既是给大学生提
个醒，也是在对大学新生进行性教育，做法值得
肯定。

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是一种“补课”。从幼
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很多家长在孩子的智育上
抓得很紧，可绝不会和孩子讲“性”，很多学校也
没有专门的性教育课。即便是有一点相关的知
识，也统统浓缩在《生理卫生》课中，且遇到敏感
的内容，老师羞于讲，学生羞于学，于是就这样糊
弄过去了。课程可以糊弄过去，可孩子们对性的
好奇心理却不会因此被消除，由此就会引发一系
列的弊端。

我国青少年的青春期已经普遍在提前，而
相关的教育却远远跟不上发展，回避青少年的
性教育问题不仅不现实，更是对孩子、社会的不
负 责 任 。 因 此 ，性 教 育 要大胆说出口，从小抓
起。⑧8 （朱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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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花杜康不
仅在赛场上引人注目，即
使在当晚举行的香港明
星慈善足球赛慈善晚宴
上 ，它 也 表 现 得 格 外 抢
眼。

据了解，此次香港明
星慈善足球赛，共有数十
位香港明星参与，其中不
乏黄日华、罗家英、李子
雄等知名人物，而且不为
商业，只为声援河南贫困
地区儿童教育事业，因此
成为河南酒类企业的争
抢焦点。

但综合历史文化底
蕴、品牌知名度、产品品
质等多种因素，最终“国
花杜康 15 年”摘得香港
明星慈善足球赛慈善晚
宴指定庆功白酒，成为助
兴宴会的河南酒类行业
中唯一酒品。

作为洛阳杜康控股
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品之
一，“国花杜康 15 年”在
慈善晚宴上自然不负众
望。它凭借好看的外观，
馥郁的酒香，引得多位习
惯了喝洋酒的香港明星
品尝，而曾经在电影《大
话西游》中饰演“唐僧“的
罗家英，不仅在现场了解
国花杜康的情况，更是明
确表示要将它带回香港
与亲友品尝。

国花杜康真被如此
热捧？如果你觉得杜康
的说法有王婆卖瓜之嫌，
或许当晚 12 点多钟，一
位参加慈善晚宴的企业
高管发给国花杜康郑州
市区经理刘志锋的短信，

最能说明真相：“国花杜
康，牛！我发现五六位香
港明星，晚宴结束后，都
手拿着‘国花杜康 15 年’
走了，不知道是想收藏做
纪念，还是准备睡觉前再
喝两口？”

国花杜康摘得香港明星慈善足球赛指定庆功用酒
全城海选“蓉儿”助阵“靖哥哥”，国花杜康借势营销抢得大赛风头

谁说香港明星只爱喝洋酒，
而对中国的白酒不感兴趣？9月
20日，在郑州举行的香港明星慈
善足球赛慈善晚宴上，作为此次
大赛的指定庆功白酒，“国花杜
康 15年”就受到罗家英等多位港
星的追捧。

事实上，国花杜康不仅在晚
宴上引人注目，即使在众多爱心
力量汇聚的球赛现场，凭借请来

“蓉儿”现场为“靖哥哥”黄日华
加油助威的独特创意，也成功吸
引了上万名观众的目光，成为赛
场之外最抢眼的亮点。

以至于多位河南酒类企业
营销专家感慨，虽然不是香港明
星慈善足球赛的主要赞助商，但
国花杜康却巧妙地借势营销，既
提升了产品销量，也提升了品牌
活跃度和美誉度，取得了“四两
拨千斤”的良好效果，值得其他
酒类企业借鉴。

如果你到了香港明星慈
善足球赛的现场，想必对这个
场景记忆犹新：在赛场主席台
的正后上方，“蓉儿”率领亲友
团为“靖哥哥”加油助阵。

难道真的是“蓉儿”穿越
时光了？当然不是，这是洛阳
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和龙凤宫
华夏古装摄影城的跨界营销
创意。

“ 得 知‘ 靖 哥 哥 ’黄 日 华
（饰演 1983 版电视剧《射雕英
雄传》中的郭靖），将与罗家
英、李子雄等人到郑州开踢香

港明星慈善足球赛，我们就想
到了全城海选‘蓉儿’到球赛
现场加油，以表达对这些港星
支持河南贫困地区儿童教育
的感谢之情。”洛阳杜康控股
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徐振江
说。

这个想法，很快依托洛阳
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和龙凤宫
华夏古装摄影城的微信公众
平台实施，短短一天时间，文章
总阅读量高达数万人次，而参
选的女孩也多达 100 多位，最
终郑州籍姑娘韩三以清秀的

相貌、古典的气质当选“蓉儿”。
“9 月 20 日下午，我们将

‘蓉儿’打扮成一袭白衣的古代
侠女，手举‘靖哥哥，蓉儿在郑
州挺你’的宣传牌，率领国花杜
康·龙凤宫亲友团几十人赶赴
球赛现场，为黄日华等香港明
星球员加油助威，吸引了上万
名观众的目光。”洛阳杜康控股
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徐振江
透露，当天“蓉儿”的人气仅次
于香港明星，前来与她合影留
念的观众络绎不绝，成为赛场
之外最抢眼的亮点。

巧妙借势
杜康请“蓉妹妹”助阵“靖哥哥”

助兴晚宴
国花杜康备受罗家英等港星追捧

杜康企业代表赠送香港明星罗家英“国
花杜康 15年”美酒

观众纷纷与“蓉儿”合影留念

““蓉儿蓉儿””率领国花杜康率领国花杜康··龙凤宫亲友团为龙凤宫亲友团为““靖哥哥靖哥哥””加油助阵加油助阵

□ 马俊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