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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若凡）主场“复仇”浙
江后，河南鑫苑女排并没有把好状态带
入下一轮比赛。11 月 7 日，中国女排联
赛 (2015-2016)I 组第三轮，河南女排挑战
辽宁女排，最终遭对手零封，三局比分是
16∶25、11∶25 和 24∶26。

本赛季辽宁女排劲头十足，连续“爆
冷”，主、客场“双杀”对手北京女排。要知
道今年的北京女排拥有三名外援，外加泰
国名帅加提蓬，简直是今年女排联赛的“顶
级配置”，但辽宁女排均是 3∶2逆转取胜对
手，“黑马”相十足。

当晚比赛辽宁女排的首发阵容为主攻

张晓琛和段放，副攻颜妮、李瑷彤，二传丁霞、
接应王美懿和自由人宫美子。河南女排则
派出朱婷、胡丹丹、李伟伟、樊香郴、蔡晓晴、
黄瑞蕾。前两局河南女排失误较多，一直被
对手压制，16∶25、11∶25先失两局。第三局，
河南女排发起猛攻，一度以 22∶16和 23∶20
领先，但最终还是24∶26惜败，被辽宁零封。

赛后河南女排主教练詹海根说：“今
天的比赛，我们的队伍水平没有得到完全
的发挥。一传到位低，进攻球没有打出
来。赛后，我们会进行技术分析，努力打
好下面的比赛。”11 月 10 日，河南女排将
客场挑战云南女排。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11 月 7 日晚，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展开第 9 轮的
争夺，坐镇主场洛阳体育中心体育馆的河
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以 79∶58 拿下山东
队，一扫四连败的阴霾。

比赛一开场，河南女篮气势如虹多点
开花，再加上严密的防守，首节结束就取得
了21∶7的巨大领先优势。虽然在随后的比
赛中，手感不佳的外援仙杨·帕克没有打破
运动战的得分荒，但她在防守端还是给河
南女篮以巨大支持，抢下全场最高的 19个
篮板球，帮助愈战愈勇的河南女篮以79∶58
大胜对手。

根 据 相 关 竞 赛 规 程 ，获 得 本 赛 季

WCBA 第一阶段南、北分区赛各赛区前两
名的队伍将直接晋级第二阶段常规赛，而
各赛区排名 3、4 名的队伍则要通过交叉
赛决定晋级第二阶段常规赛的位次，交叉
赛获胜的两支球队以及各赛区前两名的
球队，锁定本赛季 WCBA 的前六名。

由于在河南女篮第 8 轮争夺中，主场
以 83∶94不敌赛前就以一个胜场优势领先
河南女篮排名赛区第四的江苏女篮，输掉
了直接争夺本赛季 WCBA 前六名的关键
战，所以即便在随后的两轮比赛中全部取
胜，河南女篮也无法跻身南区前四名，这也
意味着球队彻底失去了争夺本赛季 WCBA
前六名的资格。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 11 月 8 日，乒
动中原“体彩·好家庭”河南省首届乒乓
球大众公开赛总决赛在省体育馆落幕，
来自全省各地的 206 名乒乓球高手汇聚
一堂切磋球技。省乒协将对本届赛事分
区赛符合条件的运动员，颁发中国乒乓
球协会统一制作的“乒乓球业余一级运
动员证书”。

乒动中原河南省首届乒乓球大众公
开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乒乓
球协会、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
心、省体育服务中心、省体育场等单位承
办和协办。作为我省首次举办的全民性
乒乓球赛事，本届赛事分为洛阳、新乡、焦

作、信阳四站分区赛和郑州总决赛。赛事
自今年 8 月份开赛以来，历时 4 个多月，参
与选手达到了 1491 人次，除了全省 18 个
地市的乒乓球爱好者积极参与外，本届赛
事还吸引了我省周边部分省份的乒乓球
爱好者。本届赛事共设团体和单打两大
项，分为男子组（青年组、青壮组、常青
组）、女子组（青年组、青壮组、常青组）和
嘉宾组三大组别。参赛选手中既有普通
的乒乓球爱好者，也有在职职工和公务
员，还有自由职业者。经过分区赛的激烈
角逐，最终有 48 支代表队的 206 名选手晋
级总决赛。经过总决赛的激烈争夺，各项
团体和单打名次也都水落石出。④11

河南女排遭联赛“黑马”零封

WCBA 第 9 轮

河南力擒山东 依然无缘前六

省首届乒乓球大众赛总决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冻凤秋）时光在动人
的诗行中定格，容颜在真诚的歌唱里不
老。11 月 6 日至 8 日，第二十届黄河诗会
暨“中国百名诗人走进开封·朱仙镇”采
风活动举行。我省诗人王绶青、李清联、
陈有才被授予“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关于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正式公
布。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响应省委宣
传部的号召，省作家协会、省文学院、省
诗歌学会、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开封
市文建文改办联合主办了此次活动。承
办方祥符区朱仙镇人民政府、河南开心
一方置地集团，朱仙镇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全力支持，号召全国百名诗人走进河
南，脚踏中原大地，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同时拿起
手中的笔，“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诗歌作品。
黄河诗会是我省一个重要的文化品

牌，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对于宣传河南、
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全省诗歌创
作和诗歌理论发展，持续发挥着重要作
用。今年恰逢省诗歌学会成立30周年，第
20届黄河诗会因此具有了庆典的意义。来
自省内外的 130 多名诗人相聚在古城开
封，其中有80多岁的老一辈诗家，也有“80
后”“90后”的青年诗者，可谓薪火相传。著
名诗人李少君、刘立云、梁平、阎安、方文、
谷禾、杨志学、金石开、简明、刘向东、龚学
敏、谢克强、邹建军、潘红莉、马启代、胡弦、
毕福堂和我省诗人马新朝、高金光、孔祥
敬、张鲜明、吴元成、萍子等参加了诗会。

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河南日报、开封
市相关领导出席诗会并对我省诗歌的发
展给予肯定，寄予厚望。省诗歌学会将第
四届“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授予我省诗
人王绶青、李清联、陈有才。80 高龄的王

绶青坚守民族化诗风，以生命写诗，影响
数代青年诗者；82岁的李清联半个世纪前
以工人诗人享誉诗坛，古稀之年倡导无障
碍写作，至今仍坚持诗歌创新；陈有才为
乡土乡情而歌，催生信仰诗歌群体，古稀
之年仍汪洋恣肆。

在本届诗会的论坛上，与会诗人与
诗歌评论家以“诗歌+朱仙镇与开封文
化旅游”为主题进行对话。他们指出，曾
经的开封汴梁城是城市化的典范，它告
诉人们，不仅田园是诗意的，城市也可以
是诗意的。正是在勾栏瓦舍间，诞生了
或婉约或豪放的宋词，至今，宋文化仍在
滋养着我们。而朱仙镇在水陆码头的繁
华和衰落之间，留下了木版年画等珍贵
的遗产，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如
何站在现代性的角度去理解这座城市，
不是简单地复原农耕文化的记忆，不要
停留在历史的幻觉上。与会专家还提出
打造一座宋词博物馆，同时把更多的宋

文化艺术纳入朱仙镇木版年画，制作一
系列衍生品等可行性建议。

对于当代诗歌如何去同质化，写出自
己的个性，与会专家表示，也许我们应该
重新认识我们这片土地，反思我们国家是
如何走到今天的。诗坛对河南寄予很大
的希望，因为这片土地的积淀深厚。诗人
们不要沿袭熟悉的套路，要给自己加大难
度，要对这片土地的变化进行哲学思考，
为中国诗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其间，诗人们先后赴朱仙镇岳飞庙、
关帝庙、木版年画作坊采风，到朱仙镇国
家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考察；并参观了龙
亭公园、开封文化客厅、黄河游览区等，历
史的厚重与深邃，民间文化的朴拙和丰
美，“文化+”时代的蓬勃与繁荣，驱赶了天
气的严寒，激荡着与会诗人的豪情和灵
感。他们纷纷表示，要感受这块土地热烈
的心跳，聆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创造出具
有中国精神、中原气魄的优秀诗篇。④4

11 月 8 日，由著名指挥家陈燮阳
率领的上海交响乐团来到郑州，在河
南艺术中心上演了一场精彩的交响乐
演出。除了经典的国外交响乐外，两
部由我省著名音乐家周虹、方可杰创
作的《豫韵》和《大起板》让省会观众感
受到了本土交响乐的魅力。“我们就是
要多创作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交响乐
作品，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更广泛地在
世界各国传播。”陈燮阳对记者说。

有着“中国第一棒”美誉的陈燮
阳与河南交响乐团的缘分始于 2012
年，当时他指挥国家交响乐团演奏了
周虹创作的二胡协奏曲《太行随想》，
随后，他又多次在河南指挥交响乐演
出，并于今年 6 月指挥河南交响乐团
演出。对于这支诞生在中部省份的
交响乐团，陈燮阳表示，目前河南交
响乐团正处于上升时期，基础很好，
而且多年来在郑州推出了自己的音

乐季，这是一个交响乐团职业化的表
现，为交响乐在中原的普及作出了很
大贡献。而对于河南交响乐的发展，
陈燮阳表示，首先是政府要支持，进
而要留住人才，潜心创作。

凭借对中西音乐的熟稔掌握，
陈燮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音乐推向
世界。他说，作为中国指挥家，演奏
中国作品是天职。尤其是在河南这
块文化厚重的土地上，推广中国作
曲家的交响作品更有意义。我们可
以从民间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来
支撑我们的交响乐创作，我们不缺
作品，缺的是普及和推广。

今年是陈燮阳从艺 50 周年。在
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陈燮阳拥
有无数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录
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第一人、身兼
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
人、录制作品获奥斯卡最佳电影音
乐大奖第一人……在担任上海交响
乐团团长后，陈燮阳又通过设立“音

乐总监”制度、设立发展交响乐事业
基金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西方
管理经验应用到交响乐发展中。可
以说，陈燮阳的音乐人生是中国交
响乐一个时代的缩影。

如今，年逾七旬的陈燮阳依然坚
持着对音乐的纯粹追求和热爱，每年
保持着较高的演出频率。他觉得指
挥与导演一样，年龄越大，经验越
足。“只要身体还行，脑子还行，我可以
一直指挥下去。指挥不是领导干部，
没有退休年龄。音乐就是我这一生的
职业，不可能放下。”他笑着说。④4

本报讯（记者王丹丹）11 月 8 日，记者从省
射击运动管理中心获悉，2015年全国室外射箭锦
标赛在浙江省德清县举行，我省小将任启状在反
曲弓男子个人决赛中以一环之差，不敌成都军区
戚凯尧，获得本项目的亚军。但这个成绩已经是
我省射箭选手在该项目中的最好成绩。

反曲弓男子个人半决赛中，成都军区队戚凯
尧以 6∶0 战胜山东队郭恩臣，进入决赛。第二场
河南队任启状对阵上海队余鸣鹤，五组箭过后二
人战成平手，附加赛定胜负时二人又均射出 10
环，最终任启状以“更加接近靶心”赢得胜利，与
戚凯尧会师决赛。金牌决赛仍然是一场恶战，5
比 5战平后比赛再次进入附加赛。戚凯尧射出 9
环，以 1环的优势战胜任启状，任启状摘得银牌。

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书记郭继生赛后评价
说：“任启状在比赛中表现很顽强，一路过关斩
将收获了这枚银牌，通过这次比赛也提高了信
心。这个队员在平时训练中也非常能够吃苦，
任启状还很年轻，在今后的比赛相信他还能取
得更好的成绩。”④11

第二十届黄河诗会开封举行
王绶青、李清联、陈有才获“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

“中国第一棒”陈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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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中教育的“豆腐腰”硬起来

锐锐 评评

“天价白开水”合理不合情
天津的段先生夫妇在长沙一家餐厅吃饭时，

被告知白开水8元一杯，夫妇俩花了24元为3杯
白开水买单。“走了大半个中国，也没碰到过这种
事。”6日长沙市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商家已经
明码标价，并在消费前告知顾客，行为即为合理，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见11月8日《西安晚报》）
餐饮业的商品价格已经市场化，商家只要

依法明码标价，不搞价格欺诈，就是合规经营行
为，监管部门也不便干涉。在高档餐饮用餐，考
虑成本利润问题，白开水也要收费，从经营管理
上也说得过去。段先生的遭遇虽然引起舆论的
关注和争议，但并不会改变事实，该餐厅没有违
规。不过，由于绝大部分餐饮企业，都不会对白
开水收费。在约定俗成的环境下，大家都不对
白开水收费时，个别餐厅收费就显得过于另
类。虽然他们事先告知消费者，也做到了明码
标价，但消费者在潜意识中仍然会认为“白开水
8 元一杯”是狮子大开口，自然会心生不满。这
也是段先生收获了广泛同情，而该餐厅遭到道
义杯葛的原因所在，毕竟白开水收费的做法，出
乎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料之外，更何况是“8 元
一杯”的“天价”！⑧5 （江德斌）

“只要本科生”也是量才录用
近日，江苏省理工类毕业生招聘会上，应聘

的不少研究生犯了难，因为很多企业注明只要
本科生。一家机电公司的人力资源副经理说，
招了研究生怕留不住，他们觉得本科生就够用
了。（见 11月 8日《华商报》）

企业只要本科生，本科生少了竞争，多了机
会，或许有一种莫名的侥幸，研究生可能会感到
不满。高学历不再是高就业优势的代名词，这
无关公平、公正，有关用人成本，以及人才流动
给用人单位带来的弊端与问题。有的大学生求
职只是借用人单位这块跳板，不安心本职，这山
望着那山高，骑着驴子找马，对用人单位的确是
一种不利因素。企业只招本科生，是让什么人
做什么事，获得什么样的报酬，有利于节约用工
成本。本科生能干的活，就没有必要让研究生
来做，对本科生是量才用人，对研究生则是大材
小用。从经济角度看，量才录用也是企业量力
而行、着眼用人成本的理性使然。对此，社会不
妨予以理解和包容。⑧5 （卞广春）

奇事天天有，数这最稀奇，天津蓟县一对
亲姐弟竟然领有结婚证。据报道说，是因为
这家人要多领拆迁补偿款，才闹出姐弟领结
婚证的荒唐一幕。然而，细看发生在天津蓟
县的这则奇闻，却发现孕育这奇葩结婚证的，
不只是这家人的贪心。

新闻说，作为姐姐的马某，离婚后想将
户口迁回娘家，这才拿出这个结婚证来。而
这个结婚证却有些年头了，据说是其母亲孙
某当年改嫁过来时，想将两个子女带来，由
于“当时”政策不允许，于是就想出这个“歪
招”来。可新闻中却没有讲清楚这个“当时”
是什么时候，如果这个“当时”是在 1958 年之
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颁布实施前，再婚的孙某让子女随迁有可能
不被允许，而如果是在其后，则《条例》写得
很明确：“公民因结婚、离婚、收养、认领、分
户、并户、失踪、寻回或者其他事由引起户口
变动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
关申报变更登记。”而查询网上，关于如何办
理手续的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而现在，马
某离婚后想回到母亲身边，遇到的还是同样
的手续，只要有正当理由，比如生活没着落，
母亲需要照顾，按《条例》就可以正当迁回，
根本用不着把过去胡扯的“结婚证”拿来当
理由。

从马某母女两次迁户口的经历看，这个
姐弟结婚证，证明的不只是姐弟俩的荒唐，还
有民政部门工作不负责任的荒唐。多亏了细
心的民警，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可后面的结果
怎么样呢？马某有想多领补偿款的嫌疑，看
来是不能落户到娘家了。目前，马某及其弟
弟已被依法行政处罚。可那些发出这姐弟结
婚证的工作人员呢？该不该受处罚？

以法治国，对公权力强调“法无授权不可
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对私权力讲究“法无禁

止即可为”。但遗憾的是有些官本位思想还
不轻的地方或部门，往往习惯于当“手电筒”，
只照见别人的毛病，却看不到自身存在的问
题。就姐弟结婚证来说，虚报材料，骗取结婚
证，继而又以此为理由，试图多领补偿款，固
然要予以行政处罚。但对户口、婚姻登记等
政策执行变形走样的问题，也不能就此放过；
那些与国家法律相违背的土政策，也不能不
予以清理；对玩忽职守开出证明的工作人员，
也不能不追究责任。⑧5

据中国之声近日报道，“十三五”规划提出“提
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这种提法让不少人认为“高中免费”要全
面推行。记者在新郑、开封等地调查发现，新郑作
为我省首个尝试高中免学费的地区，政府投入比较
大，学生上高中的热情也比较高，辍学的现象基本
没有了，毕业生大都能进入高一级的学校深造。

新郑推行的高中免费教育帮了大忙，让校长
们从找钱的困扰中摆脱出来，能集中精力抓教学
管理促进内涵发展。但更多地方的高中校长却没
有这样的好运气。像开封一所高中的校长就无奈
地表示，学校多年积累的欠债高达 8000 多万元，
他现在一周上班 5 天，至少有三天在法院应付债
务。这种情况远非个案，据 5 年前的审计结果表

明：河南省公办普通高中的债务总额当时已达到
93 亿元，累积至今这些学校面临的还本付息压力
可想而知。不少校长坦言，目前高中教育“吃饭靠
财政、运转靠收费、建设靠贷款”的状况尚未得到
根本改观，尤其是巨额债务已经成为制约高中教
育发展的严重障碍。

前些年一些学校举债办学的做法，一定程度
上带动了高中教育的整体发展，同时也应看到，确
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由于办学思路存在偏差，
过分追求学校的数量扩张竞相盖楼扩招，导致地
方政府和学校债务包袱沉重，留下诸多隐患。究
其原因，有的是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不足，许多学校
只好靠借债拆东墙补西墙维持运转。还有的是学
校不顾自身实际盲目举债发展，陷入扩招——借
钱——圈地扩建——还债付息的非良性循环轨
道。沉重的债务负担，让很多学校不得不想方设

法违规招生，收取大量择校费，这又进一步加剧了
教育乱象，增加了群众负担。

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高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
系中的角色颇为尴尬。有人把整个教育序列比作

“铜头、铁尾、豆腐腰”。“铜头”，指的是小学和初中，
它们有财政兜底办学经费有充足保证；“铁尾”，指
的是大学，已基本建立起政府和学生家庭共同负担
的办学成本分担机制，经费也不发愁。而高中教育
既不属义务教育，也不属高等教育，既不能收取过
高的费用，财政投入又不足，看起来似乎“两边都
沾”，实则“两边都难靠”。正因如此，教育专家将高
中教育称之为“豆腐腰”。有政协委员曾直言不讳
地指出，在各类教育财政投入中，高中阶段的投入
数量最少，基本是靠收费维持运转。数年前的数据
显示，全国普通高中债务总额达到 1600亿元，时至
今日恐怕已经滚雪球累积到一个惊人的数额。

平心而论，面对高额负债，恐怕大多数普通高
中并不具备相应偿债能力，而按标准收取的学杂
费又很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和长远发展，哪还
有钱还债？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坐拥优质资源的
名校，一方面收取高额的择校费赚得盆满钵满，另
一方面又大举借钱扩张，收取更多的费用，对这种
情况要另当别论，不能由政府为其决策错误全盘
埋单。让高中教育这个“豆腐腰”真正硬起来，就
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推动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要求，在厘清哪些债
务由政府化解，哪些由学校承担的基础上，核定教
育成本，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合理确定收费
标准，健全政府、社会和家庭的教育成本分担机
制，尽快建立健全普通高中困难学生资助等政策，
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才能切实给高中教育
松绑减负助其轻装前进。⑧1

面对天猫、京东两家大型电商平台的对垒，“木林森”被
激怒了，它最终选择站在天猫这边——从这家体量不太大的
鞋类品牌发表公开信，质问京东永久性关店开始，2015年“双
11”网上大战显然升级了。（见11月8日《经济观察报》）

从没有哪年，“剁手节”会弥漫如此烈性的火药味。但
是非对错的口水仗，最终还得归于真金白银的流量与交易
来定义“胜者为王”。今年的“双 11”，皆大欢喜的偶像剧似
乎转成了风云激荡的纪录片。起承转合之间，是市场的微
妙转身在起作用。一是电商变局的背后，是电商模式的裂
变。随着移动通信的发展，社交电商正在摸索自己的新
路。眼下的“双 11”，便是初试牛刀的年度契机。二是电商
迟早要结束“放水养鱼”的野蛮生长期。如何在产业勃兴中
找到自己的话语权与规则权，在“双 11”等重大竞争中确立
电商领域的公序良俗，这是电商巨头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
题。此外，用马云的话说，“未来 20 年中国将进入内需时
代”。同时还要看到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 GDP 累计
同比贡献率达到 58.4%，显著高于去年同期。刚刚公布的

“十三五”规划建议则提出，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发挥消
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在此背景下，发挥电商等对内需提
振的支撑作用，意义远不是阿里巴巴或京东的口水仗那么简
单。在电商之战的真相与绯闻之间，其实还有太多严肃意义
上的价值值得探究。有数据称，去年光是“双 11”当天，阿里
巴巴旗下购物网站日访问量就达到 3亿人次。在大数据与
云计算的语境下，这些信息与信号，足以在数据共享的理念
下，成为中国消费版图的“高精素描”。于此而言，“双 11”这
场战役，亦是电商铺路与构图的生命线，既关乎利润与市场，
更关切信心与存在感，确实谁也输不起。⑧5 （邓海建）

“双11”，电商何以输不起

11 月 7 日，施工人员
正在拆除郑州黄河路文化
路口天桥。据了解，这座
造价不菲的环形人行天桥
建成投入使用至今才 5 年
多，为了配合地铁施工而
被拆除。近年来，郑州市

“短命天桥”、“短命站台”
等市政设施频繁拆除重
建，被市民质疑浪费。市
民呼吁城市建设要具有前
瞻性，减少随意性、盲目
性 ，防 止“ 短 命 建 筑 ”出
现。⑧5 图/王 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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