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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河报》报道，开封最大的独立
书店——诗云书社近日宣布即将关张，
坚持了十年的书店店主陈瑶表示，“很难
看到书店有长久的活力，也许有钱、有情
怀的人去开一家独立书店是可以的”。

就诗云书社的关店，在郑州读书圈
颇有知名度的郑州松社书店老板刘磊
指出，“全民阅读在衰退，通过实体店买
纸质书的人少了……书店不易，现在书
店虽然已经免税，但更多实体书店扶持
政策时不我待。”

诗云书社的关门虽然让人心痛不
已，但是开封市新近出台的举措，似乎
给了陈瑶坚持下去的动力。据 3月 23
日本报报道，为推进“文化+”战略实施，
进一步丰富开封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的内涵，3月22日，开封市委、市政府
决定今年在全省率先从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中，拿出200万元作为奖补资
金，支持开封市区实体书店发展。

用“有形之手”来扶持实体书店健
康发展，开封市此举值得点赞和借鉴。
互联网来势汹汹，所有传统行业被倒逼
着向它靠拢，实体书店更是在电商的打

压之下喘不过气来。实体书店要想摆
脱经营困境主要靠自身，但这不是“一
个人的战斗”，政府如果能在帮扶政策
上积极主动作为，可谓雪中送炭。

实体书店正遭遇的生存困境，实质
是自己在网络时代如何转型升级的问
题，目前已经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台湾
的诚品书店十几年屹立不倒，据称靠的
就是“复合经营”模式，不仅卖书，还开画
廊、卖花、卖服饰，每年带来的人流达到
上亿人次。而作为郑州本土的实体书
店，大河书局充分开发多种功能，引入咖
啡饮品、文化创意产品，定期举办读书

会，提高附加值，增强吸引力。目前大河
书局已开办实体书店5家，营业面积超
过1万平方米，经营图书、期刊、文创产
品20余万种，实现仓储、物流、图书现采、
门店销售一体化和线上线下的互动。这
种“书+咖啡+文创产品”的书店经营模
式，风行全国，一批24小时不打烊书店、
书吧陆续诞生，甚至被称为一种文化现
象。而如果没有国家出台的对实体书店
免除13%的增值税等一系列利好政策，
实体书店“回暖”现象恐怕难以出现。

书香决定城市的品位和格调，实体
书店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开

一家书店和开一个米店、蔬菜店、水果
店不一样，其区别在于书店具有灵魂的
意义。”实体书店是推动“书香社会”建
设的现实需要，也是“互联网+教育+文
化”的一部分。

像开封市那样拿出 200 万元专项
资金作为奖补资金，来支持实体书店发
展，只是迈出了政策帮扶的第一步，也
是一小步。政府只有把实体书店建设
纳入整个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一部分，让街头报亭和实体书店成为
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我们才能实现从
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飞跃。⑧10

就近入学，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义务
教育法中，这一提法已有二三十年历史。近
年教育部也重拳频出，对于义务教育招生阶
段，特别是针对京沪等 19 个大城市有明确要
求：100%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初中
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初中 90%以上生源
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究竟就近入学能否有
效缓解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能否
产生普惠效应，最大限度满足民众对教育公
平的渴求？

理论上，这一政策目标没有任何问题，
人性化便民利民，又符合制度初衷。而理论
要照进现实，则还有两个隐含前提，一是教
育资源配置均衡，没有师资力量、教学质量
差距悬殊的名校非名校之分；再者，如果在
资源均衡尚不理想的情况下，那么关键就在
现实施行的实际操作层面了。大的现实环
境若不甚如人意，这时就近入学操作层面，
如何确保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让一切政策意
义上的就近安排，与民众现实认知尽量契
合，就显得极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说近日一则就
近入学的诉讼案，虽然败诉，仍然有其价值。
据澎湃新闻报道，南京首例就近入学“民告
官”案上诉被驳回，教育局无明显不当。别被
所谓“民告官”的噱头唬住了，其实只是公民
合法争取对“就近入学”这个“就近”的定义
权，以及官方解释权的一次理性表达。缘起

很简单：家门口有个小学不能上，却要跑到
一公里外，南京家长顾某很不服气，将南京
市建邺区教育局告上法庭。

关注过此案的读者，会记得这个较真的
家长，去年 4 月和 9 月已两次与当地教育局对
簿公堂。当然，都没能“讨到好”，这次依然败
诉。当事人或许沮丧，但法院判决并非没有
道理。政策语境中，“就近”确实并非字面上
的“直线最近”，而是要综合考量适龄学童、学
校分布、所在社区、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
素，划片还得维持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所以
教育局没有“明显不当”。

但个案诉讼推动“就近入学”决策日趋优
化，似乎就是这个家长以一己之力推动社区
教育划片的可见进步。从最初的拒绝受理，

到现在虽屡诉屡败，但教育局首次为此召开
公众听证和专家论证会，也在自省自检工作
细节，着力提升“用户体验”。这甚至不能只
称为象征意义，而是至少对这个小区和临近
街区儿童的今后划片入学有了实质性助益。

争取“家门口的权利”，虽多是这种细枝
末节且费时费力还未必讨好的“麻烦事儿”，
可只要坚持，跬步千里终会有夙愿得偿的一
天。相反，若人人嫌麻烦，对那些公共政策中
明显或隐性瑕疵，对可提升可改进的地方，视
而不见、袖手旁观，甚至对出头人冷嘲热讽，那
最终只会滑入犬儒苟且的泥沼。没有公共精
神，自然也难享公共尊严，而如果有一两个较
真者，敢于也甘于表达合理权利诉求，争取社
会进步空间，最终受益的会是全体民众。⑧1

近日，网曝江苏连云
港市一市民“去医院看病，
发现医生写的病历和处方
上的字潦草难认！”的消息
再次引发网民集体吐槽，
医生书写病历潦草随意酷
似“天书”，让病患者捉摸
不透。⑧10 图/王 铎

从争取“家门口的权利”做起
近日，一组绍兴王坛镇香雪梅

海的照片惊艳了网友。盛开的香雪
梅海间，一位女孩白衣胜雪。或舞
剑潇洒不拘，行云流水；或轻曳秋
千，灵动轻盈；或侧颜微笑，娇美动

人。原来照片中充满仙气的“小龙女”，竟是当地镇团委书
记金莹。她自费 1000 多元拍写真，为当地梅花“代言”，为
的是提高“赏梅胜地”的知名度。美照一出，迅速爆红，“小
龙女”和王坛镇香雪梅海也广为人知。

有人说，这是典型的“网红经济”现象，先红人，再红生
意。先在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聚集粉丝，然后发布购物链
接将粉丝导流到淘宝店铺，迅速将粉丝价值直接变现，这是
目前“网红经济”的基本商业逻辑。据说在 2015 年“6·18”
大促中，销量 TOP10 的淘宝女装店铺中有 7 家“网红”店
铺。乃至各种各样的“网红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
时间，“网红经济”无孔不入。

尽管面对“没有一技之长，就靠刷脸”的指责，尽管网红
年轻、注重外表、暴得大名、炫耀性消费等特征与传统的注重
内涵、不张扬个性等观念相悖，但是并没有妨碍那些大眼睛、
锥子脸、皮肤被PS美白的姑娘们成为当下的励志新偶像，也
并没有阻挡网红成为一股重要的新经济力量。王思聪网红
女友年赚 1亿，被称为“2016年第一网红”的 papi酱，近日被
估值3个亿，吸引了1200万元的投资……赚钱，才是硬道理。

根据淘宝的数据，网红的粉丝以 90后为主。而这些人
恰好是价值观解构的一代，其消费心理就是，我喜欢你，所
以我选择你，情感第一，其次才是价格、性价比。这恐怕就
是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电影拍得那么烂，却依然被小年
轻们追捧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 90后价值观更多元、消费
观念更感性，更愿意买网红的产品，才成全了当今如火如荼
的“网红经济”。⑧10 （薛世君）

政府善“开方”城市满书香
撤县设市谣言为何能疯传

近日，一份国务院撤县设市（区）的各省份名单
在微信朋友圈流传开来，具体到河南省，也列出了
25 个县的名单。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除了开封
县、陕县两县已成功撤县设区外，其他县撤县设市

（区），目前“都不属实”。（据 3月 22日《河南商报》）
首先，为何会出现这些谣言？行政区划是一个

严肃的话题，有着严格的审批标准和程序，可是在
一些人眼中，撤县设市无疑会带来诸多利好，群众
福利能提升，官员的权限和薪酬都会提升一个档
次。因此，撤县设市成为很多地方的奋斗目标，甚
至有人将撤县设市当作追求的一种政绩，时不时都
会拿出来晾晒一番、炒作一下。这不仅暴露出一些
地方对行政级别的过度焦虑，更折射出一种急功近
利的政绩观，没真正把心思放在谋发展、促民生上。

其次，这些谣言为何会在网上流传？还是因为
对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缺乏有效监管。这些假消
息流传无疑会给公众造成误导，相关部门应该加强
监管，对类似谣言及时依法治理，切断传播途径，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且积极发布权威信息以正视
听。⑧10 （刘剑飞）

刹住“无事酒”的歪风邪气
近年来，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措施有效改善了

党风民风。但在一些地方，借孩子“满月”、升学、搬
迁等理由大摆“无事酒”的风气依旧浓厚。有的干
部借办酒席收一次钱，相当于农民 10 年的收入。（据
3月 22日《华商报》）

所谓的“无事酒”，其实就是在正常民风民俗之
外，巧立名目办酒席，目的就是为了收取“份子钱”。表
面上一方愿打一方愿挨，实则是基层干部仗着手中权
力“敲竹杠”，群众得罪不起，只好“破财免灾”。毋庸置
疑，这种行为是一种腐败，比节日敛财更恶劣，反映出
基层权力缺乏约束、基层“苍蝇”难打的严峻现实。

腐败总是和监督缺位有关。在基层特别是农
村，民主监督乏力，专门机构缺位，舆论监督难覆
盖，是“蝇贪”不断滋生的制度原因。有人打比方
说，如果省委书记的权力是 100，那么一个乡村干部
的权力可能只有 1；但对省委书记的监督如果是
100，而对乡村干部的监督却是 0。“蝇贪”成群其害
如虎，让群众最受伤，理应畅通各种信访举报渠道，
加强权力监督制约。⑧10 （邵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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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精品地产
恒大继续推行“无理由退房”

无理由退房的成功实施，是恒大高

品质、高性价比产品的又一次检验。恒

大河南公司 2009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民生为本的企业理念，致力于打造品质

过硬、性价比高的精品住宅，满足老百姓

的购房需求。自去年恒大集团发布“无

理由退房政策以来”，恒大河南公司严格

贯彻执行，在全省所有住宅楼盘实施“无

理由退房”，进一步践行民生地产经营理

念，充分保障购房者权益，让老百姓放心

购房、无后顾之忧。在恒大河南“无理由

退房一周年”活动发布会现场，恒大河南

公司再次郑重承诺：继续落实“无理由退

房”，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

障购房者权益，与社会各界一道为中国

房地产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贡献一分

力量。

品质与性价比齐飞
成就恒大底气

恒大翡翠华庭作为恒大地产集团入
驻高新区的扛鼎之作，对产品品质的挑
剔近乎苛刻，携众多国际一线品牌联合
打造豪装房，小到门把手，大到电梯、门
窗等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真正实
现“满屋名牌、9A精装”梦想，项目采用最
优规划、最佳设计、最好施工标准规划建
设，以高品质的建材和高标准的售后服
务，来保证业主居住品质。同时与几十
家国际品牌组成战略联盟，全球统一采
购全国统一配送；在项目设计、施工、监
理、验收等各个流程，将 6000 余条“精品
标准”贯穿其中，力求完美，铸就时代精
品，用心打造超值享受奢装豪宅。

恒大翡翠华庭完美延承恒大精品地
产理念，匠心筑就人居生活新标杆。项
目汇聚 60000㎡欧陆风情园林、2000㎡中
央内湖、2500㎡五星级铂金会所、多功能

户外休闲广场、3200㎡社区国际双语幼
儿园、精品超市、餐饮美食、银行网点等，
成为集居住、娱乐、商务、休闲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都市生态生活城！恒大翡翠
华庭御用国家一级金碧物业，以坚强的
团队，一流的服务，只为让每一位选择恒
大的您住得舒心、安心、放心。24小时英
式管家贴身服务，对业主无微不至，尊享
全方位金质服务。18 年物业管理经验，
始终秉承“特色保安队伍”、“特色物业服
务”、“特色文化社区”三大特色服务体
系，以贴心管理服务业主生活。

“无理由退房”周年钜惠
恒大全国购房87折

据悉，恒大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推
出全国性无理由退房的地产企业，为进
一步让利于民，恒大在无理由退房一周
年之际，将推出全国所有楼盘 87 折等一
系列的购房优惠措施。恒大翡翠华庭感
恩回馈！87折大优惠！89㎡-143㎡学府

华宅，现在买房还送最高 9 万元品牌家
私，赠 1500 元/㎡满屋奢装！订房还可
参与砸金蛋抽大奖活动，千元家电豪礼
大派送！

欢乐召集令
智勇大冲关

活动邀约:整日忙于工作，你有多久
没有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了？趁着天
气暖和，是时候出门活动活动了！快乐
运动，健康生活，3 月 26 日—27 日恒大翡
翠华庭将举办“欢乐召集令，智勇大冲
关”活动。带你体验竞技运动的趣味魅
力，惊心动魄的极速闯关挑战赛，整个赛
道分为十大关卡重重阻击，每关都有不
同的难度与你意想不到的体验，真正考
验你胆量智力的时刻，冲破障碍站到胜
利高峰即可获得精美礼品！春光不等
人，精彩运动欢乐人生，感受好玩刺激的
闯关游戏，快相约恒大翡翠华庭，畅享速
度与激情的欢乐盛宴吧！

本报记者 王军伟

172城同庆 聚焦恒大“无理由退房”一周年
3 月 22 日，恒大地产“无理由退房

一周年活动发布会”于上午 11 时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恒大总
部，全国 172 个城市同步举行，现场大
屏幕实时直播全国活动实况。作为恒
大集团中流砥柱的恒大河南公司，本次

“无理由退房一周年活动发布会”在信
阳、许昌、洛阳、平顶山等全省恒大河南
项目所在城市同步举行，郑州会场选在
恒大翡翠华庭举行。

去年 4 月,恒大集团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全国“无理由退房”，引起业界
沸腾。活动发布会上，恒大河南公司总
经理贾飞介绍了实施无理由退房一年
来的情况。据介绍，恒大去年累计销售
2013.4 亿 元 ，销 售 面 积 2551.2 万 平 方
米，均创历史新高，恒大河南公司也在
去年取得了同样优秀的业绩，10盘销售
130亿元，同比增长 31.4%。而退房率仅
为 0.91%，充分说明了恒大产品的高品
质与高性价比，这也是恒大实施无理由
退房的底气所在。

尊享热线：0371-55358888 地址：郑州高新区莲花街与银杏路交叉口向北500米（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旁）

周年庆活动现场

星级铂金会所

翡翠时光园林

奢装样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