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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电视剧只不过是一部戏，并
不是现实，也当不得真，但这并不妨碍电视
剧深入地介入和影响现实。近日，武汉就
有一位即将临盆的准妈妈，在住院期间追

看电视剧《芈月传》，看到芈月生子时腹痛难忍、几近晕厥的场
景，她心惊肉跳，怕得直哭，坚决不肯顺产生孩子，最后医生不得
不为她进行了剖宫产。芈月的阴影，不仅笼罩在两千多年前的
秦国大地，居然还蔓延到今天的产房，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

由此也可看出，电视剧对于社会的那种强大介入能力和影
响能力。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又反
作用于生活。据说 1990年《渴望》播出时，大家都窝在家里追看
这部电视剧，连犯罪率都降低了。2007 年的时候，张国立和蒋
雯丽主演的《金婚》播出，其平淡相守、慢慢变老的爱情温暖了亿
万观众，据说这部电视剧播出时，社会离婚率有明显下降，很多
人是在看了《金婚》以后才下决心结的婚，因为这部电视剧里的
情节给了他们希望。

就算这种说法有一点夸张，但是恐怕令很多电视观众感同身
受的是，当今很多电视剧都或多或少投射了自己的影子。当年一
部《蜗居》呈现了多少房奴心中的酸楚，谁看谁知道；一部《士兵突
击》让许三多承载了多少屌丝逆袭的希冀，王宝强应该从自己的
星途坦荡中看得更清楚。从《流星花园》、《一起去看流星雨》到

《白衣校花与大长腿》、《宫锁珠帘》，层出不穷的“玛丽苏”剧，也不
知迎合了多少城乡接合部青少年的自恋情结和白日梦幻想。

早知芈月艰难产子的镜头居然影响到一位电视观众的分娩，
郑晓龙或许会拍摄一个更加温和的镜头，但是导演的难处在于，观
众的代入感这么强，诸如千军万马冲杀的镜头又该怎么拍才好？
人家导演拍的毕竟只是戏，观众还是淡定些为妙。⑧2（薛世君）

前段，老母亲患有早期白内障，不
到动手术程度，却也影响视力。用了
一些眼药，不起作用，通过国际代购买
到了一种眼药水，用了不到一个疗程，
母亲感到视力有所提高，她很高兴。

前两天，《河南商报》报道，郑州市
办公用房库存 185.4万平方米，如果按
照近 3 个月月均去库存 11.6 万平方米
的速度，去库存需要 16个月。

之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
日常生活工作里，有不少商品，你需要
的国内买不来，不怎么需要或压根不需
要的，却供应很多。别看例子小，从百
姓日用里的风吹草动，可以体察到中央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长用意。

中国经济经过了多年快速增长，

适逢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旺盛
期、投资黄金期，低端产品横行无阻，
出口、内销都占领了大量市场。“挖一
天煤就是挖一天钱”的煤老板名言，为
此做了某种注脚。记得当年逛著名的
北京秀水街，连老外都成群结队提着
大麻袋“扫货”。

可是这种粗放发展的“好日子”一
去不复返了。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外
需不振。看国内市场，从住房到冰箱
彩电等电器直至汽车，已飞入寻常百
姓家。日子好过了，基本消费品市场
相 应 饱 和 了 ，消 费 者 口 味 也“ 变 刁
了”。无论是“海外扫货”的狂热，还是

“双 11”对国外产品的追捧，抑或是商
家为促销绞尽脑汁，手机里每天房地
产广告电话不绝于耳，反映的都是同
一件事：供给侧，能不能变点新花样？

让我们来看看国家统计局的宏
观数据——

到去年 10 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
面积 6.86亿平方米，比 9月末增加 2122
万平方米，与 2014年同期相比，全国商
品房待售面积增加了 1亿平方米，增幅
为 17.8%。

目前国内钢坯价格每吨在 1500元
左右，相比过去的高峰跌去了 2/3，全行
业亏损严重。而全国粗钢全年将达到
8亿吨，超出需求 2亿吨以上。

2015 年 11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30 个工业行业中，除了纺织等几个行
业外，20 多个行业产品出厂价格都出
现下跌状态，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工业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势必波
及经济增速和投资。去年前三季度，中
国 经 济 增 速 为 6.9%，相 比 2007 年 的

14.2%的增速，增速已经降低了一半。
经济学认为，供给、需求的关系，

是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达到新的
平衡的动态过程。哲学的观点是，静
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供需出
现偏差错位并不可怕，恰恰提示了供
给侧结构性矛盾，关键是要采取积极
稳妥的应对措施，就会跃升至更高水
平的供需平衡。

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十分重要。
“日本马桶盖”、“德国厨具”、苹果手机
等的火爆，都说明随着多年经济社会
发展，内需潜力巨大。我省是人口、农
业大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也必将
释放出诱人的消费潜力。11 月末中
国房地产库存有约 7亿平方米，却有 2
亿农民工需要住房，河南每年 200 万

“洗脚进城”的农民有同样的迫切需

求，只要坚持“以人为核心”、采取有
效支持措施，相信城镇化的机遇将化
为去库存化、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强大
势能。

前述郑州市写字楼市场的风云变
化，也颇能说明问题。3 年前，郑东新
区写字楼扎堆入市、同质化严重，当时
库存消化周期需要 3~4 年。如今，写
字楼市场的消化速度已然加快，顺应
郑东崛起形势和市场需要，诸多开发
商都改造或开发了 LOFT 公寓或 SO⁃
HO公寓产品，投资门槛低、机动灵活，
满足了客户需要，东区多数写字楼已
成尾盘。

可见，只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顺
时应势、大胆创新，在国家宏观政策的
引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会成
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契机。⑧6

1 月 6 日多家媒体报道，银川“1·5”公
交车着火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 17人，犯罪
嫌疑人已被抓获。据初步掌握，犯罪嫌疑
人因承建工程，与分包商发生债务纠纷，
由此产生不满，采取极端行为对社会进行
报复。

因为一些“纠纷”和“不满”，瞬间就把
自己打翻了，恶向胆边生。按照心理学的
观点，外在纠纷和矛盾，都不应成为自我心
理调节能力丧失、正常道德意识失控的理
由。把小事件当成了“愤怒的太平洋”，让
本该平和有序的内在，出现了紊乱、焦躁、
暴戾、歇斯底里的“情绪台风”。

当下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所
承受的压力、焦虑，都比以前多。再加上各
种多元化、碎片化信息和价值理念的冲击，
很容易陷入随波逐流式的物质窠臼中，呈
现“空心”状态。据报道，42.1%的人不清
楚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绝大多数人缺乏
较好的心理保健常识，缺乏专业性的调节
能力和技巧。我们在注重物质发展的同
时，尤其要注重心理的均衡、心灵的平静、
精神的和谐。

我们创造出了辉煌的物质财富，却被
一个小小的不良情绪和矛盾，弄得焦头

烂额，手足无措；我们的兜里有钱了，却
往往把控不住游走的情绪，处理不好各
种人际关系，心“没”了，呈现失魂落魄状
态，给自我、他人带来更多不快。个别内
外失衡者，甚至生出反社会、反家庭、背叛
朋友等极端情绪，弄出社会悲剧——银川

“1·5”公交车纵火事故，不正是这种病态
的反映吗？

要把平和心态的建设放到重要位置。
首先，在高度竞争的社会，平和淡定的心
态，也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因为只

有具备了优雅的内在，才能给未来的发展
带来各种积极的能量。其次，平和心态的
建设并不难，对待各种矛盾和纠纷，只要多
一些谦让、宽容、忍耐和换位思考，就能给
自我带来更多的安静与淡定。再次，多在
传统道德文化家园里，寻找失落的灵魂。
比如儒家文化中强调的“躬自厚而薄责于
人”、“恕”道等，将诸如此类的文化，当作立
身之本、处事之道，提升心理境界、道德水
准，很多焦虑性情绪和暴戾情绪，就能得到
有效化解。⑧6

关键词：公车改革
据1月 5日《河南商报》 2016 年 1 月 4 日的《开

封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开封市纪委对全市公车封存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报道。开封市纪委检查发现，
开封市公安局等 4家单位，未在 2015年 12月 30日前
按照要求完成公车封存。

宛诗平 对于公车改革而言，表面上看是在改制
度，实质上更是在改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意识和慵
懒作风。所有参与此次改革的机关和单位，都应该
认清公车改革的深层意义，坚决落实中央决定，将公
车改革方案执行好。同时也要强化信息公开，畅通
监督渠道，防止公车改革出现阳奉阴违、国有资产流
失等情况，特别是要让那些庸政懒政、懈怠改革，在
规定时间内落实不力者付出沉重代价，彰显制度刚
性，这样才能让包括车改在内的改革立说立行、落到
实处。⑧6

关键词：席地而眠
据 1月 6日《现代金报》 宁大附属医院手外科

陈薇薇医生结束手术后靠在手术室边睡着的照片在
宁波医护朋友圈中疯传，引起网友热议。

王恩奎 医生手术累倒的一瞬间，让人感受到
了一个白衣天使为拯救生命所付出的辛劳，让人看
到了医生的敬业精神。其实像累倒“席地而眠”的

“最美睡姿”，岂止是医生这一群体，我们看到那些环
卫工、建筑工人、农民工、白领等等，如果要有心拍照
留存，可以说随处可见。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不容易
的地方，都有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价值所在。⑧6

关键词：简历造假
据 1月 6日《三晋都市报》 学生会干事变成干

部、共青团员“眨眼”成共产党员、短期培训就成名校
毕业……正值高校就业季，类似的简历造假、文凭

“注水”，在一些高校毕业生求职中已成公开的秘密，
甚至出现比拼造假现象。

范军 大学生简历造假是诚信缺失和就业焦虑
双重作用的产物，但我们不能忽视了催生简历造假
的现实“土壤”——人才招聘。目前的社会人才招聘
过于格式化：一是“唯学历是举”，学历是毕业简历中
最被看重的一项；二是招聘文本化，只看重简历中的
数据和经历。只要招聘格式化存在一天，简历造假
就停不下脚步。要改变这种怪现象、走出这个怪圈，
招聘单位就要在人才招聘机制的创新上开动脑筋，
规避招聘的“突然袭击”和“速战速决”。⑧6据 1 月 6 日《新京报》

报道，近些年，一些科研单
位频发贪腐，引发各方对
科技经费投入方式的广泛
关注。而事实上，过去数
年间，全国科研经费大概
只有 40%是真正用于科技
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
出差等。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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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必行，期于必成
——谈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本报评论员 刘 哲

快社会要有平心态
□耿银平

位于洛水之滨的洛阳，不但山川秀
美，物阜民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闻
名遐迩的十三朝古都，是河南乃至全国
的制造业中心，是河南仅次于省会郑州
的副中心城市，而且是全国闻名的体育
城：全国第一个老年体协在此成立，洛阳
元旦长跑已经坚持 37 年，成为群众体育
的靓丽名片。

近年来，在洛阳市委、市政府和省体
育局的领导下，洛阳市将体育事业发展
纳入了洛阳社会事业发展总体规划，群
众健身意识不断提升，体育锻炼已成为
市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分，“每天
锻炼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全民健
身理念已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全市体育
工作多次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省政府等
一系列表彰奖励，一直保持“全国群众体
育先进城市”称号，多次荣获全国体育事
业突出贡献奖。洛阳市（围棋）、偃师（气
排球）、孟津县（柔力球）、新安县（门球）
被授予全国体育之乡称号；偃师、孟津、
新安、栾川分别被授予全国体育先进县

（市）称号，两个社区被授予全国体育先
进社区称号，73 家企事业单位被授予全
国、省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洛阳市的群众体育工作之所以能
开展得如此有声有色，政府满意，百姓
高兴，与各方面的努力紧密相连，密不
可分。

百事谋在先。自河南省《全民健身

计划（2011-2015 年）》开始实施以来，洛
阳就把“让老百姓健康快乐”当作体育工
作的宗旨和头等大事来抓，紧紧围绕创
建“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的目标，
突出抓好体育设施建设，不断健全群众
体育组织，在全民健身、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竞技体育和
体育产业也协调发展，实现了体育事业
全面促进的目标，古都人的幸福指数节
节攀升。

一、全民健身蔚成风气

洛阳于 2013 年 5 月成立了“创建全
民健身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为构建
全市“大群体”格局奠定了良好基础，全
民健身事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2013 年至今，累计开展市级全民健
身活动 200 余（场）次，县区级全民健身
活动 1200 余次，并坚持在全民健身日、
全民健身月期间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平
均每年举办的各类、各级全民健身活动
超过 500 次。这些健身活动的开展，调
动了广大市民的健身热情，增强了市民
的健身健康意识，为老百姓加入全民健
身行列提供了广阔平台。与此同时，全
市大力推进群众体育活动品牌建设，根
据地域特色，积极开展“一市一品牌，一
县（区）一特色，一乡镇（社区）一亮点”活
动，为洛阳市打造了围棋、柔力球、门球
等一批群众参与度高、全国知名度高、比

赛成绩优异的品牌名片。
全民健身管理日趋规范。截至 2014

年年底，洛阳所有县（市、区）全部实现四
级网络组织建设工作，全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超过 18000 名，提前完成了占全市
总人口 2‰的目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惠及城乡居民。

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健全。各县（市、
区）都成立了体育总会、老年人体育协会
等组织；全市新注册体育社团 12 个，新
增会员 3000 多名；全市有市级体育协会
34个，体育民办非企业 102家，体育俱乐
部 42个（其中国家级 12个）；全民健身活
动站点 2700多个，会员人数超过 2万，每
年开展各种类型体育活动 800 余场次。
体育社团队伍的壮大，为市民参与体育
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和良好的
活动平台。

二、场地设施日趋完善

近年来，为有效改善群众健身环境，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洛阳公共体育健身
场地和设施不断完善。3 年来，全市新
建各级各类体育场地、设施 1536 个，已
有 6 个县（市、区）建成了全民健身活动
中心，公共体育场馆开放率（利用率）达
到 100%，形成了覆盖市、县、乡、村四级
的体育健身设施网络，基本实现了“15
分钟体育健身圈”。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安装健身路径
2600 套，镇、村两级健身设施实现全覆
盖；拥有各类体育场地 8721 个，平均每
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12.6 个，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 1.53 平方米，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三、竞技体育佳绩迭现

群众体育是基础，竞技体育是龙
头。为切实提高洛阳竞技体育水平，多
为国家和省培养高精尖的体育人才，洛
阳高度重视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着力做
好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输送工作，
全市建成国家奥林匹克后备人才训练基
地 1 个、国家级奥林匹克单项人才训练
基地 3 个、省级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11 个，先后培养了马亚军、周鹤洋、左
毅、王菲、时越、赵娟、张玥等世界冠军和
亚洲冠军，为国家队、国青队、国少队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2015 年，洛阳积极组团参加了第一
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这是洛阳第一次全
面组团参加全国性综合赛事，共参加了
自行车、划艇、排球等 16个项目的比赛，
洛阳市代表团取得了 3金 5银 4铜 138分
的优异成绩，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在一
青会非省会城市和非直辖市城市区中排
名第八名。同时，洛阳代表团以良好的
赛风赛纪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了
体育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四、承办比赛增辉洛阳

为满足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
高水平竞赛的诉求，洛阳近年先后承办
了中国足协中国之队国际足球热身赛、
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比赛、中国男子
排球联赛、国际男篮邀请赛、全国女子足
球联赛、第 29 届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
赛、WCBA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第十七
届炎黄杯世界名人围棋赛”、首届“洛阳

白云山”杯围棋世界冠军赛、全国（宜阳）
皮划艇激流回旋赛等 100 多项国内国际
高水平体育赛事。洛阳出色的组织承办
工作受到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和参
赛运动队的一致好评，多次被国家体育
总局评为最佳赛区，不但提高了洛阳知
名度、美誉度，也拉动了洛阳体育旅游
业、饮食业、宾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五、体育产业“全面升级”

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也拉动
了体育产业的全面升级，推动了体育彩
票及体育制造业等体育产业的发展。

2015年 8月，洛阳被国家发改委、国
家体育总局列入国家体育产业联系点城
市，也是河南省唯一一个城市。为拉动
体育消费，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使体育产
业成为洛阳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洛阳一
是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推动“一县一品”
战略，加快特色体育产业发展。二是吸

收社会资金，投资场馆和产业基地建设，
目前全市吸纳社会资金 14.55亿元，建设
体育健康服务业与户外运动项目基地达
25 个。洛阳市体育中心、双龙棋具厂被
授予“河南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称号，
年收入分别达 600万元和 1500万元。洛
阳伏牛山滑雪度假开发公司等也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是加快
市 体 育 中 心 产 业 开 发 ，打 造“ 五 大 品
牌”。努力做好体育与文化、体育与培
训、体育与餐饮、体育与广告、体育与旅
游、体育与传媒等相关产业的结合，为场
馆运营和产业开发起到了示范作用。四
是积极搭建赛事平台，引导社会资金资
助体育赛事。五是大力促进体育彩票业
发展。截至 2015 年底，洛阳彩票销售收
入达到 9.8亿元，位居全省前列。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在社会各界的努力和呵护下，体育
之花正在古都洛阳尽情绽放，散发出沁
人的芳香。展望未来，洛阳体育人定会
再接再厉，谱写洛阳体育事业的新篇章。

问 渠 哪 得 清 如 许
——来自洛阳体育战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建设 沈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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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奥足球队在洛阳热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