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若凡）1 月 19
日，郎平吹响中国女排 2015“集结
号”，朱婷、惠若琪、魏秋月等 26 人
入围最新一期集训名单。

在 26 人名单中，八一队 7 名
首发全部入选，人数最多，成为一
大亮点。而郎平昔日所领导的广
东恒大却无一人入选。此外，参
加过世锦赛的浙江主攻汪慧敏此

番无缘，此前曾多次参与国家队
集训的李静也榜上无名。

从位置上看，参加新一期集
训的队员分别是：朱婷、王云蕗、
刘 晏 含 、王 琦 、刘 晓 彤 、惠 若 琪

（主攻）；沈静思、魏秋月、姚迪、
丁霞、王娜（二传）；杨珺箐、袁心
玥、颜妮、徐云丽、郑益昕、张晓
雅（副攻）；曾春蕾、张棠宁、杨方

旭（接 应）；黄 柳 燕 、王 唯 漪 、陈
展、单丹娜、林莉、王梦洁（自由
人）。

由于联赛三四名决赛和冠亚
军决赛尚未展开，因此浙江、上
海、八一和江苏这四支球队的队
员暂不参加集训。第一批参加集
训运动员：徐云丽、郑益昕、林莉、
朱婷、曾春蕾、颜妮、姚迪、杨方

旭、王梦洁，于 1 月 25 日到体育总
局训练局报到。

本赛季联赛，河南鑫苑女排
获得第九名，创造了近 5 个赛季以
来的最佳战绩。朱婷作为河南女
排绝对主力、唯一入选国家队名
单的队员，20 日将前往上海做身
体测评后到北京报到。

朱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她在联赛中的主要对手都入选
了，这让她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竞争会更激烈、更残酷，但
同 时 她 也 很 兴 奋 ，因 为 她 是 一
个 喜 欢 接 受 挑 战 的 人 ，只 有 在
和 队 友 们 的 竞 争 中 脱 颖 而 出 、
打 上 主 力 ，才 能 为 国 家 队 做 出
贡献。她为这种挑战已经准备
好了。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1 月 16
日，从昆明结束高原拉练之后返回
郑州的河南建业开始了短暂的休整
期，在经过两天的放假调整后，1 月
19 日全队也只是在中牟基地进行
了简单的放松训练。对于教练组来
说，在郑州的这段调整期内，最重要
的当然就是内外援的最终确定，毕
竟本周四建业就将奔赴韩国济州岛
开始第三阶段的海外拉练，球队尽
快确定阵容，就能给接下来贾秀全
的备战工作带来不小的便利。

据了解，目前俱乐部方面关于
球员的引进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包括吴龑在内的四名内援业已完成
签约工作。至于外援人选，这两天
俱乐部正在进行最后的谈判，根据
确切消息，一直在引援方面保持低

调的建业，这次有意给球迷们来一
个惊喜。如果顺利的话，在 1 月 21
日俱乐部的新人见面会上，除了新
任建业俱乐部总经理陈礼安和四名
内援外，将会有不止一名外援能登
台亮相。

球队大框架的确定，也让贾秀
全在韩国拉练期间能有更充足的时
间去磨合球队的战术打法。在第二
阶段昆明冬训期间，老贾不惜带上
十多个 U19 的年轻球员，进行大范
围的新人选拔，而第三阶段的海外
拉练，当然不会再有那么多新人能
得到随一线队训练的机会，只有在
昆明表现较为突出的几个年轻球员
才能获得这一宝贵的名额，至于新
赛季能否在建业一线队立足，还要
看他们接下来的进步如何。④11

本报讯（记者李 悦）1月 19日，
河南建业俱乐部在其官方微博和网
站上同时公布了中超新赛季主场票
务销售政策，与以往一样，今年的球
票发售依然延续实名制购票和查验
制度，球迷年卡也将从 1月 21日到 2
月 7日面向全社会开始发售，有意者
可 以 登 录 http://www.9617777.com，
通过系统实名制认证后联系各球迷
协会购买，或者通过网上实名注册直
接购买。

相比 2014 赛季，建业 2015 年主
场门票的年卡价格略有上调，贵宾
区从 1800 元上涨到 2200 元，A1 区

从 600 元上涨到 1000 元，A4、C4 区
域也从 400 元涨到了 600 元。同样
水涨船高的还有俱乐部的散票价
格，除个别看台外，大多数区域的散
票价格都上调了 20 元。

当然，对于球票价格的上调，俱
乐部方面也希望球迷们能予以理
解，毕竟在整个中超联赛中，建业一
直秉承平民化低票价的路线，这次
涨价也是受到物价等因素的影响进
行的一次微调。俱乐部期望广大河
南球迷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家乡球
队，在 2015 赛季继续扛起航体“金
牌球市”的大旗。④11

本报讯（记者李 悦）银白色的
世界充满欢声笑语，美好的祝愿期
盼冬奥之约。1 月 18 日，“世界雪日
暨国际儿童滑雪节”在我省洛阳伏
牛山滑雪场圆满举行。作为全国大
众冰雪季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活
动吸引了全省众多青少年冰雪爱好
者积极参与，伏牛山也成为普及冰
雪运动、涵养冰雪文化、寄托申奥梦
想的精彩平台。

“世界雪日”是由国际滑雪联合
会设立的一个项目，重点是向全世
界的青少年推广普及滑雪运动，参
与群体是 4 到 14 岁的青少年。在

2015 年，“世界雪日”更是加入了
“国际儿童滑雪节”的概念，今年的
活动同时在中国、加拿大、美国、法
国、意大利等 33 个国家举办，创造
了滑雪运动的又一个盛况。

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滑雪协会联合推
动下，中国共有15家雪场加入到了今
年的“世界雪日”活动中来。这 15家
雪场北到黑龙江、南到浙江、西到新
疆，跨越了数个省市区，创造了空前规
模，河南洛阳的伏牛山滑雪场也作为
其中一分子，面向全省青少年爱好者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雪上活动。④11

建业结束高原冬训 海外拉练即将开始

建业新赛季主场门票即将开售

助力申奥 燃情冰雪

国际儿童滑雪节在洛阳举行

中国女排 26 人集训名单公布

河南朱婷继续入围

本报讯（记者李若凡）1 月 19 日下午，记者在中
国女排联赛资格赛组委会技术会议上了解到，中国
排球联赛资格赛将于 1 月 20 日在漯河开赛。本次资
格赛是漯河 2015 年承办的首项国家级体育赛事。

据了解，中国排球资格赛是联赛的组成部分，本次
比赛将有六支女排和七支男排队伍参加，女排比赛时
间为1月20日～24日，男排赛程安排在1月27日～2月
2日。获得资格赛第 1名、第 2名的球队有权利向上届
中国排球联赛第11、12名的队伍进行挑战，资格赛第1
名可优先选择联赛第11或12名进行比赛，比赛采用三
场两胜制，胜者升入2015～2016年度中国排球联赛。

资格赛的比赛采用单循环比赛方式。六支女排
队伍为云南、河北、湖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七支男排队伍分别为湖北、天
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江
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④11

本报讯（记者李若凡）上周末，河南省击剑队正
式牵手郑开马拉松，双方将合力推动河南击剑运动
的发展，其中短期目标确定为 2017 年全运会，河南
击剑队打入前八名。

当天上午，河南省击剑队和郑开马拉松执委会
在河南省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签订合作共建协
议，双方约定将整合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推动击剑运
动和河南的发展。据郑开马拉松执委会主任刘斌介
绍：双方合作之后，将建立一整套培训体系，在做好
专业队的训练的同时，培养出更多河南的击剑爱好
者和群体，最终形成击剑人才的金字塔式培养体系。

河南省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全钧表
示，由企业出资出力，省队提供良好的人才配备，共
同寻找一条发展道路，是双方合作共识的基础。合
作的根本目的还是把河南的击剑运动做大、做强、做
好。下一步，双方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优秀教练员
和运动员，为河南省击剑队注入新鲜血液。④11

排球联赛资格赛漯河开赛

河南击剑队牵手郑开马拉松

本报讯 北京时间 1 月 19 日，在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罗德拉沃尔的
夜场比赛之前，澳网组委会为李娜举
办了一个特别的退役仪式。李娜宣
布她和姜山的孩子将在今夏出生。

北京时间 16 点左右，墨尔本当地
已是日落时分，中国金花李娜穿着一
袭宽松黑衣长裙亮罗德拉沃尔球场，

全程保持微笑的娜姐向大家宣布了
一个好消息，“很开心我能回来，感谢
你们的支持。在这个夏天我和姜山
将迎来第一个孩子，姜山做得很棒，
发了一个 ACE 直得 (网球比赛中 ACE
球就是对局双方中一方发球，球落在
有效区内，但对方却没有触及球而使
之直接得分的发球)。”虽然是玩笑话，

但娜姐说完后眼睛还是有点湿润，略
带哽咽。全场观众则被娜氏幽默所
征服，哄堂大笑，场边的姜山也忍俊
不禁。

随后李娜在微博也公布了这条
喜讯，“今年夏天，我和姜山的第一个
孩子就要出生了，此时此刻我感到无
比的幸福。”④11 （文宗）

李娜退役仪式秀幸福

职工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公诉到法院，
单位却向审判机关发出公函，列出被告人在工作
上的种种优秀表现，以单位名义向法院正式求情
……近些天来，陕西某国企的做法在当地司法界
引发强烈争议。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由
于不好拒绝，将对该单位的意见“酌情考虑”。

（见 1月 18日《法制晚报》）
“公函求情”并非首次上演，山西太原市强拆致

死案中当地政府要求“慎重量刑”；重庆市涪陵区工
业园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湖南

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
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
审，理由是会影响企业发展……此类事件频频出
现，每次上演都会获得舆论的一片抨击，却仍然屡

“抨”不止，“公函求情”何以如此顽强？
贪腐蛀虫被抓，企业本应欢欣鼓舞，何以还

要上公函求情呢？纵观这些“公函求情”事件，
有些为“人情”，有些为财政影响，有些则是怕拔
出萝卜带出泥，但总归一点都是为了“捞人”。
司法为公，人人平等，如此泛滥的公函求情，怎
不让人感叹司法不公，难道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公函求情”干预司法，但司法机关却往往面

对“不好拒绝”的尴尬。其一，缺少法律法规为
“拒绝求情”兜底；其二，配合司法调查，给案情提
供材料往往会成为公函求情的借口。然而，就本
案来说，如果司法部门需要单位出具相关材料，
也应该是在案情范围之内，既然被公诉的是贪腐
而非渎职，那么列出被告人在工作上的种种优秀
表现，与贪不贪腐并没有逻辑联系。即便算是案
件材料，材料又何以竟然有“经我公司研究，建议
给予四人改过自新机会”的决定？公司“决定”，
岂能试图影响法院审判？干预司法之意昭然若
揭。法院对此不仅不应该“酌情考虑”，还应该断
然说“不”，以保证司法公正。

“公函求情”，有用的话公司做了好人，没用
的话公司也损失不大，如此低廉的干预司法成
本，如何让一些单位不拿公权滥做“好人”？最
终为难的还是司法部门，损伤的也是司法公信
力。对此，应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司法里没有求
情，不论单位还是政府机关等，都应对此避嫌。
只有司法要求提供材料时才可就案情做陈述，
否则一切的“打招呼”、“递条子”、“下文件”等都
应以干预司法而问责，让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
敢、不能迈出干预司法的步伐，保证法律的绝对
威严性。如此方能让司法机关对公函勇于“拒
绝”，还司法以独立公正。⑧9

□王 琦

□李劭强

●众 议

●画中话

●时 评

湖南省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因贪腐被查
后，竟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
吗，这怎么还违法了？”如此大言不惭，道出了
村官贪腐问题的严重性和基层治理中法治观
念的缺失。（见 1月 18日《人民日报》）

“当村官就为捞两个”首先暴露出当下
某些村官的“比捞”心态，折射出村官腐败
越来越多发、越来越普遍。以辽宁省昌图
县为例，2012 年纪检部门受理 274 宗案件，
涉 农 案 件 占 49.6% ，2013 年 比 例 上 升 到
60.4%。村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民
监督权没有得到很好运用或者被架空，个
别村官甚至村级班子集体一手遮天。

村官是村民按照村级基层自治法规推选
出来的“当家人”，原本应该尽心竭力为群众
当好家，却把黑手伸向集体资产、涉农资金及
各项政策补贴，清楚地告诉我们再小的官、再
小的权力，只要得不到有效监督约束，一样会
滋生腐败，个别地方的“村贪”涉案金额动辄
高达数百上千万甚至过亿，村贪现象显然不
可小觑。

请村民吃饭、花钱买选票现象此前媒体
时有曝光，实际上也为“当村官就为捞两个”
提供了生动注脚，倘若真心想为群众办实事、
谋福祉还用得着耍贿选伎俩吗？因而，进一
步做好政策、法规宣传工作，提示村民用好手
中的选举权，不给心术不正者投机钻营机会，
无疑格外重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实现完全、
彻底的公开透明也很有必要，不给村官“捞两
个”的机会和底气显得尤其关键。⑧9

（范子军）

一夜之间，余秀华的诗在微信上爆红，据
说采访的记者和慰问的领导挤满了她家的院
子。因诗歌而来的喧哗，有变成骚动的表演
的危险。好在，她最终用冷静回应了这喧哗
与骚动——“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
喧哗”。

尽管“标签化”有时是一种让人反感的东
西，但现实就是现实，她就是一名农妇，而且是
患有先天性脑瘫的农妇。这种身份不能成为
宣传和炒作的噱头，却是她的真实状态。我们
能够决定的，其实只是自己的态度——能否坦
然地看待她的身份和她的文学才华？

说实话，对于“秀华体”的走红，我最担心
两种情形，一种是猎奇的心态。一个患先天脑
瘫的农妇，能写诗吗？很多人在看到其爆红
时，眼中的关键词只有先天性脑瘫，只有农妇
这样的字眼，而根本不去细细品读她写出的诗
歌。很多人根本不关心诗歌的好与坏，只是关
心这种农妇诗歌背后的反常与荒诞，似乎农妇
写诗只是一次性消费品，当热潮过后，一切都
被忘得一干二净。

另一种情形是恶意的嘲讽。虽然一些人
也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她的诗歌，可原因却不
是阅读之后的感动，而是一种恶意的嘲讽。或
是觉得有的诗歌说得如此直白赤裸，是一种比
较隐蔽的庸俗，正好可以借机显示一下自己的
幽默与闷骚，显示一下自己的本性高尚。甚至
会有人觉得一个生活如此窘迫的农妇写出这
样的东西实在可笑，简直是一个笑话。缺少平
视的角度，缺少平静的心态，也就谈不上阅读

和解读了。
我觉得能从余秀华的诗歌中获得的东西，

其实有两点：一是自由的表达；二是对美好的
追求。在很多人眼中，现代诗简直不值一提，
连个规则都没有，怎么能算诗歌呢？可是，如
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诗歌当成一种内心的表
达，那么最重要的规则就不是什么韵律、对仗、
用典，而是自由表达内心，只要表达是真诚的，
就能引起共鸣。一个农妇写诗，写得好与不好
已经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她的自由表达。

当然，有些表达是真诚的，有些却可能引
起争议甚至是反感，比如，一些粗言秽语，或者

隐私的东西。虽然判断诗歌的高雅与低俗是
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无论诗歌是多么个性化的
表达，有一个评价标准是不应该改变的，那就
是对美好的追求。只有让人们感觉到对美好
的追求，一种艺术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从这个
角度看，农妇写的诗歌虽然浅薄，但她对美好
的追求无疑令人感动。

在一个传播如此迅捷的现代社会，任何东
西都有被过度消费的危险。余秀华的诗也是
这样。她的诗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我们的内心
需要静下来，因为在一个浮躁的时代，需要这
种对美好的执着追求。⑧9

“秀华体”的真谛何在

日 前 ，一 道 南 开 大
学法学院的“神考题”爆
红网络。这道题目需要
辨认上课老师的照片，
答对不得分，答错或不
答不及格，迅速引起网
友热议，出题老师被赞

“机智”，“逃课学生没救
了”。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侯欣一称，考生
均为在职法律硕士，老
师出于善意提醒的目的

“娱乐了一把”。⑧9
图/王铎

“公函求情”伤害了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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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特殊情况”划个范围

2015 年新年伊始，江西省新余市对全市 288 家公
车改革单位过去一年来租用公车情况开展突击检查，
56 家违规租车单位被点名批评并要求限期整改。在
新余采访，经常听到各部门反映，“我们情况特殊，个人
和公务交通经费不够。”实际上，不少公务派车都往特
殊上靠。（见 1月 18日《人民日报》）

《新余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
务交通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是：其他特殊情
况用车，可以申请公务用车。这里的“其他特殊情况”
包括哪些？从媒体报道来看，没有具体划定。如此笼
统规定，实际上给一些人申请公务用车往“特殊”上靠
留足了空间。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如果所有规定内容
都写得明明白白，自己没有一点儿“自留地”，没有一点
儿“自主权”，那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戴上了“紧箍”？于
是，把一些不便说、又需要做的事情当作“特殊情况”来
处理了。正因为这样的规章“底线”不明，即使出现违
章也让“特殊情况”给挡住了，规定禁止的事也就无法
禁止住。

给“特殊情况”划个范围，除了日常事务、例行性和
周期性工作之外，结合地区和行业特点尽可能详细、尽
可能具体地把各项内容列举出来，这样一来，只有“工
作特殊”、“事情特殊”，而不会再有“人员特殊”之说。
改进作风，关键之一就是要抓住“特殊情况”。很多改
革走回头路，就是因为“开口子”，给“特殊情况”划定范
围，实际上是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既保护了干
部，还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⑧9（申国华）

花2亿“打蚊子”不该被动回应

2015 年广州市爱国卫生工作会议透露，去年全市
各级财政用于灭蚊的费用近 2 亿元，不过，钱分别投向
哪里未做出明确说明。（见 1月 18日《半岛都市报》）

花 2 亿“打蚊子”迅速引起公众质疑，有网友调侃
道，钱都怎么花了，究竟是打了“蚊子”还是喂了“苍
蝇”？对此，广东省爱卫办主任许立凡向媒体回应称，2
亿元并非全部用于消杀灭蚊，还包括下水道防蚊闸等
基础设施的完善，购买喷雾器等硬件，临时雇佣的人力
成本等。

官方的回应解释了 2 亿元的开支构成，给了公众
一个交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不能一开始
就主动附上详细账单，非要等到舆论质疑后再来被动
回应？毕竟，2亿元的天文数字，与小小的蚊子之间反
差过大，如果有关部门站在公众的角度上，完全可以预
见到后者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只是抛出一个
2亿元的孤立数据，这种对信息公开的态度值得深思。

事实上，类似“信息公开—引发质疑—被动回应”
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三部曲”。传播学上有一
个“首发效应”，首发信息会对受众形成“第一印象”，以
后再改变就比较难。在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中，被动
回应的效果远不如主动说明，等到引发误解和质疑后
再来回应，“首发效应”的先机已然丧失殆尽，也就自然
会在舆论中陷入被动局面。⑧9 （张枫逸）

●锐 评

当村官就为捞两个？

●新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