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雨潺: 诗歌也不是不能大众化，而是很
难大众化，或者不愿大众化。因为诗歌骨子里
就固守一种“我是最高级的文学”的优越感与精
英意识。看不起大众，看不起大众文化，看不起
俗文学，觉得他们浅薄媚俗甚至低俗，而诗歌天
生就出身高贵，高雅，不是下里巴人……

大河网网友“一句歌词凝落”：诗歌而已，不

需要条条框框。什么诗人协会，凭什么要按你们
的感情写作？诗歌，在我看来是大众的高雅艺
术，不是少数资历者的低俗玩物。

@土家野夫：诗歌本质上就是小众的，就必
然是受冷落的，在西方国家，也没有那么多诗
人。我觉得诗歌的黄金时代还会到来一次。在
现世安稳俗气逼人的时代，诗歌注定是平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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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农民工周秀云讨薪非正常死亡后，太原相关部
门一开始并未立案而是希望私了，赔偿金从 54万元增加
到上百万元，被家属拒绝后，当地警方为他们安排宿舍，开
始“跟踪服务”。山西省主要领导曾强调从重从严处理该
事件，坚决清除害群之马。（2014年1月6日 央视报道）

农妇派出所丧命，已经成为近期全国最受关注的舆
论焦点之一，山西省主要领导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对
此作出了“重要指示”，此事才得到有关部门重视。这不
禁让我们想起了湖南农妇殷小云与女市管人员发生争执
被带到派出所后自缢死亡事件，历经三个多月，该案都没
能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

看到领导作出的批示，我们心里没有“恶人得报”的
痛快，反而有些沉重。其实，处理农妇命丧派出所事件无
须“从重从严”，只要依法办案就行。可是，相关部门一开
始连依法立案都没有，而是希望私了，赔偿金从 54 万元
增加到上百万元，警方对死者家属提供“跟踪服务”的诸
多行径，令我们觉得“依法”二字谈何容易。

不立案、想私了，是谁拖着不立案？谁出面联系赔钱
私了？谁胆敢公然对家属实施“跟踪”？能把事情按下来
那么长时间，动用那么多的公权力和资源，恐怕不是一般
人或个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不得不怀疑一些人插手并干
涉司法，不按照法律程序办案，把法律当儿戏，视百姓为
草芥，严重挑战了法治的尊严，让法治蒙羞，也失去了法
治的根本之基——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
略，真正实现“法治中国”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有了
良好的司法环境，还需要办案人员依法秉公办案。在法
治弹性内考验司法人员的良知与水平，办案人员要摒弃
私心杂念，对法治心怀敬畏之心，处处出以公心，“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让司法公正的旗帜高扬在天空。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司法公正不能靠领导批示
□李瑞晓

一直以来，有学者和诗人在呼吁，诗歌
要短些短些再短些。网络介入文学创作之
后，各大论坛诗歌版块风行，国内曾经火爆
的诗江湖论坛和大河网的大河诗歌版块，都
吸引过大批诗歌网友；到 2005年前后，博客
横空出世，逐渐盖过了诗歌论坛的风头；近
年来，140字的微博又挑翻了博客，短诗歌的
实践变得更加便捷和可能。现代诗歌创作
有自身的规律，绝不适宜大批量、规模化生
产，形式的创新必须与诗歌内容及其所应有
的诗意相结合。创作现代诗歌不是变得简
单了，而是更难了，越是精短的诗歌，越是考
量一个诗人生活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想
靠敲回车键分行成为诗人，是不可能的。

速读时代更需要优秀的微诗歌。不创
新毋宁死，惟思想可以生。这是我多年前
一句自勉的话。中国现代诗歌要找到自己
正确的路径，除此似无他法。

“近日，网曝三门峡湿地公园一只白天鹅像发疯了
一样，不停用头撞湖面上的冰，最后就这样死了。目击
者称，当天上午，湖面大面积结冰，小天鹅的妈妈被水冻
住最终死去。小天鹅在湖面不停悲鸣，来回打转，随后
出现了撞冰一幕。”1月 7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该消
息后，感动众多网友。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记小楠”：美丽的天鹅，祝你
们一路走好。看完这个故事，眼眶湿了，想想我们人类有
这么爱自己的母亲吗？建议相关部门，在湖边建关于这两
只天鹅的雕塑。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感人温情的故事。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樱桃绵羊菌”：好感人，有
人说，爱是相守，而对于白天鹅来说，这种相守，或许是
我愿意陪你，到达天堂。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来不及1314”：我在三门峡
上学，经常去天鹅湖附近，对那里很有感情，看到这个消
息，真的很难受，希望它们能
在天堂相聚，动物亦如此，再
看看有些不孝顺父母的人们，
不要等到失去才知后悔。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
“无奈每一天”：想想就心疼，
不过这就是亲情，子欲养而亲
不待，他们虽是动物，却也那
么有情有义。

微信圈

有一种相守叫我愿陪你去天堂
□本报记者 张 磊

“开车太堵、打车太贵、骑车太累、公交车
太挤，如何才能在郑州任性出行？什么出行方
式在郑州最拉风？组团定制私人公交，这种环
保又便捷的出行方式有没有‘高大上’的感
觉？”1 月 6 日网友“街边一角”在大河论坛发
帖。据报道，从 2015年 1月 1日起，郑州公交三
公司面向全市推出定制公交服务：凡在同一地
点或附近区域、同一时间有 30 人以上集体出
行，由始发地赶赴火车站、客运总站、客运南
站、陇海汽车站 4个地点的，均可致电热线提前
一天预约。

该帖文引发网友关注与热议，有网友认为
定制公交方便、舒适、低碳，应该大力推广；也
有网友对其效果提出质疑。

私人定制是假日出行的福音
大河网网友“狗蛋儿”：算是一种鼓励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新方式！在郑州一说火
车站，就想到一个字“堵”，打车根本就打不到，
这样的方式去车站又快又便捷，赞一个。如果
能根据城市的发展情况、路况再增加些路线和
站点就好了，北京的定制公交模式就发展得很
好，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大河网网友“flower”：郑州龙子湖高校区、
北大学城等一些高校学生节假日出行很不方

便，对我们学生来讲，如果能定制公交，就再也
不用扛着大包小包挤公交、坐“黑车”了，这真
的是“福音”呢。

大河网网友“大欣子”：我觉得很好。假设
一辆大巴士可坐 50人，那么至少 50辆车不用上
路了。如果一辆辆“定制公交”真能够让一群群

人放弃开车上班，这对解决道路拥堵及改善尾
气排放、净化城市空气等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

新生事物需适应郑州的“水土”
大河网友“失落的小鸟”：这个不叫私人

定制，就是拼车、团购或租车服务嘛，有啥值得
高兴的，还是那么多人，还要提前一天打电话
预约，票价也没有公布。30 个人怎么凑呢？是
一个人一个座位吗？感觉一点也不方便。

大河网网友“阳光”：更多的人订车后，车
辆会增加吗？还是按照原有车辆的数量，谁订
车随时调走？我们平时等公交车时间会不会
更长？这种新生事物到底能否适应郑州的“水
土”，为市民所接纳并持续运营，有待观察。

@乌托邦至萌：相比较于小部分人的出行
便利，我更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在道路规
划、线路布局、资源投入等方面下大力气，切实
提高郑州公交出行分担率，这才是缓解拥堵、
节能环保的长远和根本之道。

■记者连线
“多样性公交”值得期待

1月 7日，针对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郑州
市公交三公司政工科杨超群告诉焦点网谈记
者，网友不用担心定制公交会影响日常坐公交
车，定制公交需要提前一天预定，车队会安排
好车辆，目前定制公交的基本上都是学校。因
为怕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暂公布了火车站、
客运总站、客运南站、陇海汽车站 4个地点，采
取的是“点对点”的服务方式。

杨超群说：“定制公交是以方便市民出行
为主。票价要根据出车时间、距离来定，比普
通公交要贵些，也不能保证一人一个座位，但
相对还是比较便宜便捷的。郑州的定制公交
也不像北京等地，发展模式已经很成熟，例如
有定制公交 APP、网站等多种方式来查看车辆
信息，郑州定制公交还需要完善细节，不管咋
说‘多样性公交’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郑州公交开通“私人定制”2015拉风出行
□本报记者 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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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再也不想理他了。/在吗？/在。”

速读时代“三行情书”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孙华峰

大河网网友“琦琦酱”：一点儿也没诗意，感
觉现代人没有古代人有才。不得不说，多数都是
口水歌，部分略带恶心，我是否该说，都没看懂？

新华网网友“施平”：艺术的通俗，不是庸俗，
更不是低俗。没有精心创作、精湛表现和精深思
考，是做不出艺术的，顶多就是搞点“废话”。既

然是废话，就请不要“傍”诗歌的名义了。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梨花体、废话体、乌

青体和年糕体，回顾当代一些所谓的诗歌，实际
上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把高雅的诗歌打落神
坛，成为谁都可以撒一把野的卡拉 OK；二是把人
们对诗歌的敬畏心、向往心给消解了。

“我真是再也不想理他了。/在吗？/在。”在武汉七家高校学生参
加的“三行情书”大赛中，这首作品因其超高的网络人气获得一等奖。

速读时代，诗歌有些冷落，“三行情书”让爱简单，以其或幽默或文艺或煽情或狗血
或娱乐至死的态势，风行中国高校和网络，方兴未艾，参与者不仅有时尚的年轻人，也有
白发苍苍的老人。

近年来，所谓的“梨花体”、“年糕体”、“废话体”和“乌青体”诗歌，亦搅得诗坛一片涟
漪。一时间，有人惊呼：会敲回车键，你就是诗人！

1月6日，@大河网在新浪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小编创作的“三行情书”，引来无数吐槽。

腾讯网网友“木炽焱”：有几个作品还真是不
错，回味深长。甚至在读了一些三行诗后，感动
到想飙泪，鼻子酸酸的。

大河网网友“洛水河畔”：这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诗歌，但体现了年轻人解构传统、打破规则、追
求自由的精神，可能会和学院派的观点形成张
力。未来，或有几个学生成为伟大的诗人。

@诗者无疆：这是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形式，

显得如此“低俗”，这种“低俗”是针对以前诗歌所
谓“高雅”形式而形成的表面错觉。而这种“低
俗”为何如此感动人？不是因为它的形式本身的
新，是这种新的存在意义在感动人。

大河网网友“叮当艺人”：“三行情诗”活动，
可使更多的同学了解诗歌韵律，关注中国文化，
走出教室，感受校园美景，提升同学的人文素质，
提高学校文化底蕴。

因为存在而共鸣，鼻子酸到想飙泪

请不要“傍”着诗歌的名义唱卡拉OK

大河网网友“虚竹子”：梨花体、年糕体、乌青
体，这些所谓诗歌的走红，其实凸显的是文化创
意的严重缺乏。不少认真写诗的人，他们坚守着
自己的精神家园，维护着文坛的公义。

@诗者马科：一个时代的诗歌如果以低俗作
为先锋，甚至得到共谋式的赞誉，我认为这个时

代的诗歌理所当然应该被驱逐出主流文学，甚至
没有必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存在。

网易网友“亮有一计”：真正的诗应该是美
的，真正的诗人应该关注人性之美，自然之美；诗
歌应该与爱、生命、创造联系在一起；病态不是
诗，虚伪不是诗，丑恶肮脏更不是诗。

下里巴人凭啥按诗人协会的感情写作

真正的诗人应该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

时代需要优秀的微诗歌
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吴元成

三行情书，也叫三行情诗，源自日本汉
字协会为推广汉字教育而发起的一种诗歌
体裁，往往以某事物为主题，要求作者以 60
字以内、排列成三句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

尽管三行情书风靡日本，但并不是日
本人所创。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的名
著《神曲》便是应用最多三行韵律的诗歌，

《神曲》全书 100首诗歌一律用三行韵律或
三行连锁押韵法写成，每首诗歌都是由三
行诗节一环扣一环、连锁接成的长链条。

“三行情书”在高校热行已有四五年，
这是诗歌时尚化现代化的极好体现。诗歌
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她之所以生机依然，
与她是青春与爱情的“寄生虫”有重要关
系，近年遇见网络手机微信等现代信息平
台，热行就成了必然。

现在不少人对汉语言推广有危机感，
通过书写“三行情书”，年轻人总归会带来
一些新鲜东西，这对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
的提高会有促进作用。

诗歌应该时尚化现代化
诗歌评论家 李 霞

■名词解释

部分部分““三行情书三行情书””选登选登

点击事实

点击事实 记者连线点击事实

网聚观点

献给男人的治病良方

领书电话：400-857-1188
主办方：陕西今正药业有限公司

ISBN:978-7-5152-0267-9

免费申领
为普及科学防治知识，健

康书籍《男性健康之道》面向

郑州市无条件免费发放。该

书揭示了男性疾病根源，器官

的病变、衰老真相。该书还详

细列举了各种常见前列腺疾

病及防治新方法，目前已有数

十万患者朋友，通过阅读此书

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本次赠阅活动纯属关爱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如发

现工作人员在赠书过程中收

取 任 何 费 用 ，请 拨 打

400-857-1188 举报，查实有

奖。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原鹤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92％股权转让公告
豫产交公［2014］2号

受有关单位委托，原鹤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该公司”）2.92％（943.0348 万股）股权通
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公开挂
牌转让，挂牌价为：2707.65万元。

一、该公司注册资本 32243.7368 万元，主营业
务：存款、贷款，结算等。

二、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鹤壁市淇滨区人
民政府（淇滨政文[2015]1号）批准。

三、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经评估该公司总资
产为 982678.3 万元，总负债为 890663.81 万元，净资
产为 92014.49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鹤壁市淇滨
区财政局备案。

四、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1）具
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用；（2）应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
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3 年第 1 号）中
关于对股东资格条件的要求；（3）国家法律、规定的
其他条件。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1）成交之日起 3 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应与转让方签订国有产权交易合
同，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
款。（2）鹤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与省内部分城市
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转让的股权已重组变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权，股权数应按《河南省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改革
重组折股方案》计算。

六、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
止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5 日 17：30。若在公告期内征
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采用场内协议
方式确定受让方；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
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
方。若在公告期内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时，按照每 5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直至征
集到意向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包括享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
期内到中心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并向中
心缴纳保证金 300 万元整（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
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未缴纳保证金
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
金转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
额无息退还。

其他详情见中心网站：http://www.hnprec.com
联 系 人：支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285717 66285718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5年1月8日

心脑血管病，冬季健康头号杀手
有四大原因造成冬季是心脑血管的头号杀手：第一，冬

季血管脆弱，极易破裂；第二，血管因寒冷会收缩，造成血管

阻力增加，心脏负荷增加，增加脑溢血和心肌梗塞发作的机

会；第三，寒冷的时候，活动力减少，包括脑、心肌、内脏血液

灌流因而减少；第四，冬季因排汗减少，水分摄取不足血液黏

稠度增加，血栓容易形成，增加脑梗塞和心肌梗塞发作的机

会。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立全面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尤以预

防为主。对于心脑血管而言，复方丹参片具有很好的抗凝作

用，不但可以增加血管的韧性和柔顺度，而且可以促进心、脑

血流量，提高供氧和能量，而且价格便宜，及早服用，提前预

防，可大大降低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作为第一品牌的白云山复方丹参片是拥有防治老年痴

呆专利（专利号：ZL200310112427.2）的药物，主要中药材来源

于 GAP 基地。目前，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年产量 80 亿片，市场

占有率高。在服务上，白云山和黄中药斥资 8000 万元，与当

地药店联手，在全国推出 6600 家“永不过期”的药店，凡购买

白云山中药，过期均可以旧换新，让每一个消费者感受到白

云山和黄中药“永不过期的关爱”。买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可

自动加入神农俱乐部，免费享受“个人健康服务”基本服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竞价出让公告
经上蔡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县国土局委托，上蔡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拟公开竞价出让以下 2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SCX-2014-30 号宗地位于上蔡县车管所西侧，面积：

21500.26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
年。起始价为:每亩 50 万元人民币,竞价增幅为:每亩 2 万

元,竞买保证金：1300万元。

SCX-2014-95 号宗地位于上蔡县和谐大道北侧，面

积：48660.25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
年。起始价为:每亩 72 万元人民币,竞价增幅为:每亩 2 万

元,竞买保证金：3500万元。

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5 年 1 月 7 日至 2015 年 1 月 27 日

16 时前到上蔡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报名。详细情况

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或见《公开出让文件》。

联系人：王先生 0396—6900612
上蔡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