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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8 月
25 日，2015 年全国少年体操比
赛总决赛在郑州落下帷幕。河
南体操小将共摘得 4 枚金牌、5
枚银牌和 5枚铜牌，展现了河南
体操后备队伍的实力。

2015 年全国少年体操比赛
总决赛在河南省体育场内新改
造的河南省体操馆举行。比赛
共有来自包括香港队在内的全
国 19 支代表队的 156 名运动员
参赛。男、女运动员将分 9 岁、
10 岁、11 岁、12 岁 4 个年龄段
组别进行比赛，男子每个年龄组
别设 8 个项目；女子则设 6 个项
目。本次比赛，河南共派出 13
名男、女小队员参赛。

本次比赛，我省体操男队分
别获得了 9 岁组团体铜牌和 10
岁组团体银牌，小将陈硕还摘得
男子 11岁组个人全能项目的银
牌；女队则收获了 9岁组团体项
目的铜牌，小将于超还获得了女
子 10 岁 组 个 人 全 能 项 目 的 季
军。在各组别单项决赛中，小将
于超表现出色摘得女子 10岁组
平衡木项目的金牌；男子小将陈
思琪也有上佳表现，他不仅获得
了男子 9 岁跳马的冠军还分别
获得了该组别吊环项目的亚军

和单杠项目的季军。在最后一
天比赛中，小将陈硕分别夺得男
子 11岁组自由体操金牌，鞍马银
牌，双杠铜牌。龙舒蕾分别夺得
女子甲组 11岁自由体操金牌，高
低杠银牌。

本次比赛是河南省体操运
动 管 理 中 心 自 2010 年 成 立 以
来，首次承办的全国性体操赛

事。2008 年北京奥运会体操全
能金牌得主杨威作为本次比赛
的高级裁判，他对该赛事组织表
示满意。他说，场馆很棒，设备
也是全新的国际标准器材，对于
少年总决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
的硬件基础。河南省的小队员
表现也比较出色，反映出河南体
操后继有人。④11

北京时间 8 月 25 日，2015 赛季亚冠联赛八强战首回合打响，广
州恒大做客日本挑战柏太阳神。上半场，黄博文任意球造成对方铃
木大辅自摆乌龙，随后保利尼奥轰进 40 米任意球世界波。下半场，
郜林头球破门，柏太阳神终场由工藤壮人角球后点补射扳回一城。
恒大最终客场 3 比 1 获胜，在两回合比赛中占得先机。图为郜林（29
号）头球破门瞬间。 小良 摄

本报讯 （记者刘 洋）8月 25
日，由省美协、省青年美术家协
会、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郑州大学
中国画研究中心、郑州美术馆联
合主办，郑州美术馆承办的“意蕴
传承 水墨菁华——青年国画家
交流作品展”在郑州美术馆开幕。

展览汇集了毕波、张艺深、付
万全、杨潇等青年国画家精心创
作的 120 余幅国画作品，充分显
示了他们新颖的艺术观念和扎实
的绘画功底，以及对社会、时代、

自然、生活的独特感悟。他们中
既有省内外书画院专职画家，也
有在高校任职的国画专业教师。
展览将持续至 30日。

“意蕴传承”是郑州美术馆自
主策划的系列展览项目，依托郑
州美术馆馆藏古代经典书画复制
作品展，让公众体验古代经典的
艺术魅力。郑州美术馆近来连续
策划了“意蕴传承”系列公共教育
推广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传统经
典，古为今用，借古开今。④4

斯·罗斯托茨基 1972年执导
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已成经典
苏联电影；43年后，全新版《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于 8月 25日起在
我国上映。78 岁翻译家白嗣宏
担任影片中文翻译，常石磊演唱
影片中文版主题歌。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首映式
上，影片导演列纳特·达夫列齐
亚洛夫介绍，影片根据作家瓦西
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
卫国战争时期，瓦斯柯夫准尉与
5 位女战士，在广袤森林中进行

的一场惊心动魄、激烈残酷的纳
粹阻击战的故事。

“电影中，4位苏联女战士青
春美丽却被战争践踏。当拿起手
中的枪，保卫家园上战场时，她们
没有怯懦，一往无前，谱写了一曲
英雄赞歌。”列纳特说。

谈及翻拍原因，他认为老版
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对所有俄罗
斯人意义深远，但是新版《这里的
黎明静悄悄》将给这个故事注入
新的生命力，是另一种形式的延
续。④4 （据新华社电）

“摆放在书架上的儿童读物不
算少，但是孩子不愿意读，该怎么
办？”“书店里的儿童读物五花八
门，都挑花了眼，该给孩子选哪一
本？”日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庞婕
蕾一出现在 2015 年上海书展的现
场，就被家长们团团围住。

同样，孩子们也有不少苦水要向
这位“作家姐姐”倾吐：“我不喜欢读妈
妈给我买的书怎么办？”“我自己喜欢
的书妈妈又不让我看，不开心。”

阅读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汲取养
料不可或缺的渠道。在引导孩子正
确走上“阅读路”的过程中，家长和社
会该如何做好手执明灯的引路人？

为孩子提供更多选择
《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曾

陪伴了一代人的童年，《郑渊洁童
话》《淘气包马小跳》则点缀了另一
代人的童年记忆。如今，这种“一
代人读一本书”的情景已不再。

“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要
幸福得多，他们有很多书可以选
择。”庞婕蕾说。

面对品类繁多的儿童读物，很
多家长显得茫然无助。到底该如
何给孩子选书？

“家长的观点不能老停留在他
们小时候，一定要让孩子读世界名
著或者经典文学作品，应该从孩子
自 己 的 兴 趣 出 发 为 他 们 选 择 图
书。”庞婕蕾说。

40岁的刘女士说：“可以针对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进行图书分级，适
当地进行类别推荐书目，这样我们
做家长的也可以有个参考和比对。”

“阅读路”上陪伴最重要
孩子能否爱上阅读，不仅挑战

父母的选书能力，也同样考验家长
自身的阅读习惯。“试想在一个家
里没有图书、父母不爱读书的环境
中，孩子怎么会养成阅读习惯、享

受阅读呢？”郁雨君说。在郁雨君
眼中，家长的陪伴应该贯穿到孩子
读书的整个过程，从选书、看书到
交流、分享。

庞婕蕾的女儿今年 5 岁，在家
中，小丫头经常像模像样地拿着书
看，“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会陪她
看书，有时候是她听我讲故事，有
时候是我听她讲她是怎么理解这
个故事的。这样的过程我和女儿
都很享受。”庞婕蕾说。④4

青年国画家交流作品展开幕

新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昨日上映

如何为孩子的“阅读路”点亮明灯
□新华社记者 吴 霞

全国少年体操总决赛郑州闭幕

河南小将摘得 4枚金牌

昨天，2015 年全国少年体操比
赛总决赛在郑州落下帷幕。作为本
次比赛高级裁判的中国体操奥运冠军
杨威，终于有时间与记者聊一聊河南
体操带给他的感受，并给有兴趣培养
孩子走“体育之路”的家长一些建议。

河南省体操中心 2010年重新组
建，本次比赛是重组后我省第一次承
办全国性比赛。“从硬件上讲，这个场
馆非常棒，全新的国际标准器材，而
且河南省体操中心承办比赛的水准
很高，赛前、赛中到赛后运转非常流
畅，为参赛人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环境。”杨威说。

河南体操起步较晚，与高水平省
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杨威说：“河南
体操曾经培养出范斌等世界级选手，
但随着人才断档，成绩会产生一定回
落。能参加这次比赛，说明这些小选
手都具备实力。当然少年体操是整个
体操事业的基础，孩子有潜力，还要看
教练、体操中心对这些孩子的培养。

体操运动的周期比较长，河南体操若
想进一步发展，需要付出相当的心血，
还需要一个过程。”

人才难觅，留住人才更难。这是
体操项目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对此，杨威认为，目前我国正在开展
的快乐体操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他也
给年轻的家长们是否让孩子选择体
操支了招：“体操是我国在奥运会
上的优势项目，群众基础不错。希
望 年 轻 的 家 长 们 转 换 对 体 操‘ 很
难、很累、很苦、很危险’的观念，体
操在基础阶段其实是一件很开心
的事情，对一个孩子从幼儿、少儿、
少年再到青年时期的成长都有很
多帮助，比如对他的身体能力、协
调 能 力 、空 中 概 念 以 及 肌 肉 的 发
展、骨骼的生长，都有非常好的帮
助。培养孩子体育兴趣，需要家长
先静下心去陪伴孩子，不是随便报
一 个 班 学 习 一 个 月 、两 个 月 就 行
的。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转
变对体操的错误观念后，体操的群
众基础也会越来越好。”④11

奥运冠军杨威寄语年轻家长：

体操助孩子快乐成长

紧张激烈的比赛现场。⑤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为“不为获奖做课题”点赞
清华大学 23日举行施一公研究团队“剪接体的

三维结构、RNA(核糖核酸)剪接的分子基础”成果发
布会。有学者认为，施一公团队的这一科研成果，将
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对此，施一公回
应，“从来不想或想不到也不可能，但从来没认真去
想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见 8月 25日《新京报》）

无疑，我们的诺奖情结，已是挥之不去。诺奖得主
一个显著的共性，几乎都是执著于科学的探索，并潜心
献身于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真正有志于科学探索的
科学家，往往都不是以诺奖为目标的。反观现在的一
些科学研究，恐怕掺入了太多的功利成分。国家统计
局原局长李德水曾披露，中国现在有两个世界第一。
一个是研发人员，超过美国；一个是近年来我们科研
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但是这些论文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后”。
施一公的“不为获奖做课题”，既是针对如此不堪现状
的有感而发，也是科学研究回归本义的身体力行。显
然，只有将为人类造福、为国家强大，作为科学研究的
真正出发点和动力，才能耐得住寂寞，抵得住浮躁，拿
得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也因此，施一公“不为获奖
做课题”，值得点赞。⑧5 （钱夙伟）

老的行为规则不能适应新情况，新规则却没
有完全建立起来，成为植根人心中必须遵守的铁
律，是公共空间出现不文明问题的重要原因。快
速的城镇化既让进城农民面临着全新环境，也让
城市老居民生活空间发生了巨变，无所适从的焦
灼，加上城市管理以及习俗改良的滞后，就出现
了很多不文明行为。

一种是进城农民工行为不能适应新环境，任
由原来的习惯如狂花乱舞。比如田间地头若要
交谈，必得扯起大嗓门，不然就像葛优电影里那
句台词所说：“你说的什么，我听不见！”这大嗓

门放到田间是正常，放到城市公共空间，就会影
响他人，成为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一种是城市
原住民不能正视外来人口增多的现实，出现盲
目排斥的骄横。像前一段时间，郑州一位老太
太认为农村来的女环卫工扫地妨碍她锻炼身
体，对之辱骂殴打，就是这种心态的极端表现。
还有一种是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进入新的生
活方式，而行为却没有跟着改善。比如口袋里
有钱了，养狗的人多了起来，但在遛狗时，有些
人既不考虑别人的安全，不给有攻击性的狗拴
上狗链，又不考虑公共卫生，少有人会拿个垃圾
袋收拾狗的粪便，致使每到夏天被狗咬伤的人
就急剧增加，甚至出现整座城市的狂犬疫苗告

急的个案，而道路、草坪、广场上时不时就见一
堆狗屎。再比如城市停车行车的问题，车辆乱
停乱放，而行车时不管规则，甚至开斗气车的也
大有人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需要适应城
市发展、生活变化的文明规则在人心上重建起
来，加以克服、改善。

要让文明规则在人心上重建，就要有包容心
态。面对新变化，每一个人都在成长之中，要容
许别人犯错，更要用文明行为来纠错，不能以不
文明来对待不文明，而是要以文明的行为引导人
们走向文明。让文明规则在人心上重建，就要充
分发挥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作用，根据新情况、
新问题制定明文规则，通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把文明的规则铭刻到
心上。政府也要通过制定文明规范、评选文明市
民等形式对文明规则的重建加以引导。

谁踩上狗屎都会心烦，谁的车被乱停的车挡
了找不到出路也会焦急，而打向环卫工的巴掌，
也有可能打在每一个人脸上……文明规则的确
立，关乎每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关乎每一个人的
尊严，甚至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几天前，笔者
同学在高速路上被堵，原因是前方出现的交通事
故，可堵车之后，一些司机只想往前挤，把应急车
道全都给堵了，致使救护车、清障车根本过不去
……不文明行为挡住的，不只是现实中的道路，
还有人们幸福生活的通道、生命的通道。⑧5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李 标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人的这类恐
惧心理，并非坏事。至少，恐惧心让人常怀忧
患意识。恐惧需要原型，时间距离越近的恐
惧原型，对人越具有警醒价值。所以，每次灾
难事故，总能引起连锁反应，这个连锁反应就
是举一反三的拉网式大检查。

天津爆炸次日，山东淄博桓台县召开危
化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座谈会。8月
15日，淄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出台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8月 17日至 21日，山东省国土资
源厅一行 6 人到淄博市督查安全生产工作。
8月 22日 20点 40分许，淄博市桓台县润兴化
工厂发生爆炸并起火。“督查组刚走，这边就
炸了。”对这次爆炸，引发不少网友吐槽：“很
多这局那部的公务人员都是直接从学校里考
进去的，专业技能素质不高，咋指导工作。”

“吃了喝了拿了，前脚走后脚就炸了，不带这
么讽刺的。”

淄博爆炸的讽刺意义，在于暴露了一个
公开的秘密：这样的应景式大检查，不客气
地说，和巫师驱鬼有点相似。上级强调了要
求了，临时表演一下，派一些检查组下去走
一圈，然后灾祸就这般“避免”了，这可是个
没谱的事情。巫师驱鬼，因为鬼在当事人心
里，别人无法证实，所以巫师驱鬼往往不会
穿帮；但世俗社会的治理者远没有那么走

运，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世界，靠应景检查
的方式，显然没法将灾祸这个魔鬼驱赶走。
以前，这样的应景检查虽然也蒙蔽了不少人
的眼睛，只是因为事故没有来得那么快，等
灾祸再发生时，人们往往已经忘记了曾经的
检查活动。即便还有人记得这件事情，应景
检查的责任也容易被淡化或忽略。如此一
来，应景检查才屡见不鲜。

淄博化工企业发生的这场爆炸事故，因
为和应景检查时间间隔太近，以至于舆论无

法原谅检查组：“这就是走过场的表现，对自
己的工作一无所知的工作人员要他有何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大排查的口号很响
亮：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
要求，以‘零泄漏、零火灾、零爆炸、零死亡’为
目标。现在看来成了笑话。”

走过场的应景检查，就这样快速地穿帮
了，将检查者和企业被打脸的尴尬囧态暴露
在人们面前。应景检查的本质是形式主义，
必须对当事者进行严肃的追责问责。⑧5

恐慌情绪一旦蔓延，犹如决
堤洪水，势不可当。

8 月 24 日的全球股市，可谓
哀鸿遍野。沪指以 8.49%的跌幅，
创下又一个纪录，全球股市相继
暴跌，美国三大股指因为瞬间跌
幅巨大，触发“熔断机制”，一度暂
停股指期货交易。

因又一个资本市场“黑色星期一”的出现，就此断言
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显然为时过早。但是“黑色星期
一”的来临，与市场的情绪化不无关系。全球股市的暴
跌，显然是因为沪指暴跌催生的恐慌情绪所致：毕竟，在
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今天，面对沪指的巨幅震荡，恐
慌情绪不产生、蔓延是不可能的——这是经济全球化一
体化的时代，市场的情绪化反应，不值得惊诧。

值得惊诧的是，应对市场的情绪化，监管方过于相信“无
形之手”的自我调节——我们的“熔断机制”在哪里？情绪化
源自非理性带来的误判，其结果是过激行为的发生。纠正这
种误判，避免相互踩踏事件的发生，离不了“有形之手”的干预。

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正在加快，增长新动力日渐
显现……在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的现实下，沪深股市
的此次暴跌再次明示：最大程度地抑制市场的情绪化，维护资本
市场的健康稳定，既需要“接盘侠”，更需要相关制度的完善。

诚如《证券日报》所言，“什么股票都大幅下跌，跌得头破
血流，这是违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不是什么‘市场
行为’。所谓的‘市场行为’，是指在公众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
基础上，各主体依照既定的规则公平交易。但目前的情况不
是这样。对于目前这种‘自我砸盘’的畸形市场状况，必须采取
措施加以校正，否则将严重危害改革进程。”⑧5 （丁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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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规则要在人心中重建
——公共空间文明谈之三

是啥让应景检查“穿帮”了

近日在四川达州，3 名曾在
2013年因扶老人被讹诈为“撞倒”
的孩子获得5000元奖励。在公安
分局办公室，3名扶人的小孩和两
名办案民警分别获得了由民间基
金提供的“好人”奖励现金。此事
引起全国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
当年春晚以此事为原型创作了小
品《扶不扶》。颁发奖金的民间公
益组织负责人认为，“给好人发奖
就是让好人做好事之后，不再受
到委屈，证明他们不‘傻’”。⑧5

图／焦海洋

情绪化“踩踏”
我们为何介怀“嫖幼罪”？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24日在北

京举行，审议相关议程。有消息称，此次审议中，“嫖
宿幼女罪”有可能被废除。（见8月25日《今日早报》）

有关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思考与争鸣，经年未决。
祛除一些情绪化的色彩，单纯从刑罚的角度看，嫖宿
幼女罪未必比强奸罪“下手温柔”：前者是5到15年有
期徒刑，后者一般是 3到 10年，只有在强奸造成被害
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轮奸、公共场所强奸等情节
恶劣情形下，才可能判处死刑。这些道理，当然不难理
解。但民意所介怀的，是“嫖幼罪”这个说法。因为这
个罪名，默认了一个诡异的前提：被伤害的幼女，似乎
可以分为“卖淫幼女”与“普通幼女”，而法律也可以因
此而对她们采取不同的保护姿态。未成年幼女既然是

“未成年人”，就不应该将之划入这样的行列。这容易
让身体受辱的被害幼女，头上还要扣一顶“卖淫”的帽
子。而从实践来说，“嫖幼罪”出台十多年，相关犯罪行
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却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遮
羞布与保护伞。

2014年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平均每天有 1.38 起，
这样的数字令人警醒，亦令人纠结。有两点是肯定
的：一是疑似污名化的“嫖幼罪”，渐次倾向于被取
消，司法应该还被侵害幼女尊严与权益；二是即便取
消了“嫖幼罪”，在保护未成年女童层面，有效的杀手锏
并不多，查漏补缺的地方依然很多。⑧5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