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王华岗

新华社报道，防伪标
识 本 是 鉴 别 商 品 真 伪 的

“试金石”，但如今却难保
其自身的真实性。记者调
查发现，今年以来，广西、
湖南、江苏、安徽、广东等
地查获多起通过假冒的防
伪标识，制售假货的案件，
涉案金额动辄逾亿元。在
一些小作坊，假冒的防伪
标识可以随便印制“论斤
买 卖 ”，其 中 不 少 难 辨 真
伪，有的还开通验证电话
和查询系统。图/吴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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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东的歌何以被无数人刷屏

“哎！大哥，实话实说，古到如今
河南人风风火火……炎黄文化根在河
南，辉煌闪烁。哎！大哥，我心里很难
过，你不知道哪个对哪个是错，你对这
片热土了解不多……”豪迈随性的曲
风，洋溢着浓浓的自豪。近日，微信圈
被一位名叫苏尔东的新疆歌手在饭局
上演唱的一首《实话实说》刷屏，这是
一首充满正能量，献给河南老乡的
歌。（见 4 月 27 日《大河报》）

很早就听过一句话，社会就是一面
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会对你微笑；你
对它流泪，它也会对着你哭泣。当这位

曾经在河南生活学习过的新疆歌手用自
己的经历唱出由衷的心声时，微信朋友
圈的不断刷屏，引来无数网友的热情点
赞，满满的正能量被一次次传递。不可
否认，苏尔东创作的这首富有河南情结
的歌曲，打动的恰恰是广大中原父老不
愿意被“标签化”的心。就在不久前，还
有外地媒体，在一起再也普通不过的事
件中，毫不顾忌地使用“河南籍”这样的
字眼，人们很诧异，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
词语？当然，地域黑也不是针对某一个
地方。在知乎论坛里，一位西部省份的
大学生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刚到东部一
个发达省份上学时，有同学问他，你们那
里是不是很穷、很落后？是不是每天骑
骆驼？后来买电脑了，同学惊奇地问，怎
么有钱买电脑？他幽默地说，把骑来的

三头骆驼卖了。看到这样的例子，相信
很多人都会哑然失笑，可为什么就会出
现如此滑稽的景象？

有学者研究认为，人的天性之中，
往往有一种把正面的归于自己，把负面
的从自身移除的认知倾向。这就容易形
成所谓的社会刻板印象，它指的是对某
一族群或区域生活的人们持有一套固定
的通常带有负面色彩的看法，并以此作
为参照框架，主观认为这类人所有成员
都符合这种看法。比如，认为“富二代”
都是嚣张跋扈的，“90后”大都是年轻气
盛垮掉的一代。或许，这能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地域歧视的成因。

事实上，歧视的存在往往都是一
叶障目不见泰山。一些人在过往已有
的刻板印象下，不了解现实情况，把本

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强安在大部分人身
上，这种盲人摸象式的炒作早为人们
所不齿。当某些人有意无意抹黑一个
地方的时候，或许能引来哗众取宠的
笑声，但是人们一旦了解真实情况后，
首先想到的是对你的反感。从这个意
义上说，地域歧视从根本上反映出一
个人的学识修养。有阳光的地方，就
会有阴影。如果你的脸迎向阳光，阴
影就不会走在你的前面。传播负能量
看似是给别人投射了阴影，实则恰恰
挡住了自己面前的阳光。

还记得感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
老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吗，一次兰考之
行，影响了他一生，40多年来他把焦裕
禄精神铭刻在心，勤奋工作，先后成为新
疆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检察系统优秀干

部。中原大地有厚重古老的历史文明，
有现代前沿的“河南制造”；有催人奋进
的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
神，有令人敬佩灿若群星的先进群体，还
有 14年 13次获奖的全国道德模范……
这些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生动事例，哪
一样不是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美妙的歌声被刷屏也表明，科学
发展是赢得尊重的根本，感动自己才
能感动别人。当下，我们要以文明河
南建设为载体，从道德、法治、诚信、服
务型机关等建设入手，提升全社会的
文明素养。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欢迎各方的朋友来看看、走走，深入了
解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让事实说话，让
各种无知的妄言遁形，让一个流光溢
彩的中原走进世人心灵。⑧5

一条向往阳光的鱼

一条鱼厌恶了海水的冰冷、海底的黑
暗，特别向往阳光的温暖，于是发生了这样
的故事。传统版：上了岸的这条鱼幸福地奔
走、飞翔，它正感受着阳光的灿烂，白云的柔
和，春花的绚丽，可突然间，也不知哪里来的
力量，仿佛山一样压来，轰然一声闷响，一下
子就让它陷入无边的黑暗。它是第一条走
上岸的鱼，它的死亡引起全世界震动，最高
明的医学专家前来检查它的遗体，分析死亡
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它的肌体、内脏都不能
适应陆地的生活，导致心脏衰竭而死。于
是，人们又得出结论：内在的变化不能适应
环境的变化，或者赶不上环境的变化，只能
是死路一条。

社会版：这条鱼说出了向往阳光的心
思，立即引发了鱼群的恐慌。一个古老的传
说再次被鱼们提起：据说远古时，有鱼跳上
了岸，变成了两栖动物，两栖动物再进化，变
成了翱翔天空的鸟，变成了驰骋大地的走
兽。于是，鱼群由恐慌变成愤怒，海洋这么
大，你还想做什么？你若变成了鸟，变成了
兽，大家都跟着学，这世上还会有鱼吗？
于是，鱼们开始攻击这条鱼，撞得它头破血

流，咬得它鳍断尾残，再也跳不起来，伤心的
鱼爸爸抚摸着它，要求它再也不要胡思乱想

了，老老实实做一条鱼吧。因为先驱变先烈
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

哲学版：这条鱼钻出水面，向海岸游去，
随波逐浪，终于跳上了海滩。阳光是那样炽
热，完全超乎了它的想象，眼睛刺痛，皮肤皲
裂，心脏急跳，头脑晕眩，一瞬间驾鹤西天。
苍蝇附体吮吸，蚂蚁攀头啮咬，沙滩上惟剩
白骨一片。海底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好高
骛远，不顾实际，轻易冒险，你若不死，还有
天理吗！

科技版：这条鱼把享受日光浴的梦想发
布在互联网上，立即引来围观。海龟送来上
岸晒太阳的方法，海豚送上用肺呼吸的技巧，
鸟儿把羽毛粘在鱼的短鳍上，兽们把发明的
假肢安到鱼的身上，人类给它装上脑电波控
制假肢系统。于是，这条鱼走上了陆地，阳光
立刻洒满了它的身体，它快乐地奔走，自由地
飞翔。马化腾、马云、李彦宏们看到了它，高
兴地向世界宣布：“互联网+”极大地促进跨界
融合创新，能让鱼儿飞上天空，行走大地。⑧5

银行不宜近亲繁殖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就中央巡视组巡视中发

现反馈的意见，公布了整改情况：针对巡视发现的“近
亲繁殖现象比较突出，总行管理的 691 名干部中，220
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 240 人在系统内工作”问题，工
商银行开展员工配偶、子女在系统内工作情况专项摸
底调查。（见 4月 27日《京华时报》）

从生物学角度看，“近亲繁殖”基因重组机会少，不
仅不科学而且危害大，与文明进化的趋势背道而驰。
拿“文明程度”去审视央企系统比较普遍的“近亲繁殖”
问题，很显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国企，独立且封
闭，导致了它自循环、不开放的一面，利益固化倾向非
常突出。打破近亲繁殖，既要纠正某个企业的个案，更
要关注其背后的生态营造，努力让它们回归到一个正
常化的市场位置——接受权力的监督，也接受市场的
洗礼；而不是巧妙地躲过权力的监督与市场的洗礼，在
官言商，或在商言官，官商不分，沉淀的只有狭隘的利
益。一套明晰的权力系统，应该保持决策权、执行权、
监督权的适度分离与制衡，对于国企来说，就是要明确
其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的地位，充分引入外部监督、增加透明度，强化向国企
派驻的纪检系统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这一问题已迫在
眉睫。⑧5 （普沙岭）

“末位淘汰制”有违法之嫌
4 月 26 日，北京市西城法院通报近年来涉及劳动

争议典型案例，其中涉及不少违反法律规定的企业规
章制度，比如不与劳动者协商强推末位淘汰制度等。

（见 4月 27日《京华时报》）
“末位淘汰”是不少单位实行的一项奖惩机制，也确

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就“末位淘汰”本身来说却有违
反劳动法之嫌。按规定，用人单位与员工解除劳动合
同，需要具备“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
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条件，并且要提前 30天
书面通知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生员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制度或损害单位利益的情况，即便位居“末位”，员工劳动
就业的权利，却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换言之，用人单
位不能以处于考核“末位”的理由将员工“淘汰”。最高
人民法院 2012年出台规定，用人单位通过“末位淘汰”
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单位支付赔偿金，
法院应予支持。建立员工激励机制当然是需要的，但显
然既要合理合情，更要合法。实际上，现在企业中，如此
有违法之嫌的规章制度，并非只是“末位淘汰制”。因
此，对企业的规章制度，应进行合法性审查，类似“末位
淘汰”的制度，应该过过法律的筛子。⑧5 (钱夙伟)

《围城》里，方鸿渐读的克莱登
大学是一所“野鸡大学”，居然不妨
碍他以“留洋博士”身份登堂入室。
现如今，除了“野鸡大学”，还有一些

“野鸡社团”，生意也好得一塌糊涂，
要不是政府部门出面查处，恐怕还

要招摇撞骗下去。最近，先是民政部公布一批“山寨”社团，
然后是北京市快速响应，将“全国道德教育组织委员会”等
山寨社团依法查处。

2006 年的时候，“权威认证”了多款知名牙膏的“全国
牙防组”被扒掉了底裤，居然纯属“三无”组织：无注册资金、
无固定设施、无专职人员，公众瞠目结舌，监管部门尴尬不
已。此后，又有“中国营养协会”、“世界奢侈品协会”等，以
赫赫名声忽悠公众，评奖办活动，敛财无数。到了今天，终
于轮到了“全国道德教育组织委员会”。

“山寨社团”层出不穷，无非为名图利，一般是通过发展
会员、成立分会收取会费，发牌照、搞评选颁奖活动收钱，搞
行业培训收费等。有时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互相“抬
轿子”，有时候干脆撕破脸直接向企业敲诈勒索。而且这些

“山寨社团”一般胃口都很大，动不动就冠以“中国”、“中华”、
“世界”、“国际”等字眼，包装得非常“高大上”。笔者就曾在
一位诗人的名片上看到排着一列冠以“国际”、“炎黄”、“华
夏”名头的头衔，感觉诺贝尔文学奖对这位仁兄来说都是小
case，冲出地球太阳系、纵横全宇宙的“气场”喷薄而出。

“山寨社团”大行其道，无非是“戴着市场的帽子、打着
政府的幌子、坐着‘行业’的轿子、拿着企业的票子”。一者
需求旺盛，“精准定位”那些喜欢沽名钓誉的人或公司，“社
团经济”才蔚为壮观。二者监管不力、互相推诿，或有行政
魅影，或有利益瓜葛。如此一来，“山寨社团”便能长期堂而
皇之地浑水摸鱼了。⑧3 （薛世君）

本报讯（记者刘 洋）青春洋溢，
诗意盎然。4 月 26 日晚，《我是青年，
我是诗》五四特别节目暨河南省大学
生第五届诗歌朗诵大赛颁奖晚会在河
南电视台1500平方米演播大厅举行。

晚会在 16 位大赛获奖选手朗诵
的《诗歌与青年》中拉开序幕。来自
河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中原工学
院、郑州师范学院、许昌师范学院的
大学生们高声朗诵了《新青年》《时空
信笺》《桐花处处香》《丝路新语》等多
首令人心潮澎湃的诗篇，而诗伴舞

《八女投江》再现了那段火热的战争
岁月。著名朗诵艺术家瞿弦和、殷之
光饱含深情地为观众们朗诵了《丰

碑》和《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点燃了
全场的热情，博得热烈的掌声。晚会
在集体诗朗诵《青年与未来》中落幕。

河南省大学生诗歌朗诵大赛由
省委宣传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团
省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省文联主办，中国视协诗
书画学会协办，河南电视台、省诗歌
学会、北京博涵佳鼎影视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河南博亚兴韵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承办，目前已经举办了五届，全
省广大青年在诗歌中迸发青春力量，
共建美好家园，成就美好梦想。

据了解，本场晚会将于 5 月 3 日
10:30 在河南卫视播出。④4

本报讯（记者刘 洋）4 月 27 日，
中国钧瓷精品创作中心有了集体用
印。曾为 2016 博鳌亚洲论坛 17 位理
事雕刻印章的郑州著名篆刻家顾建
全为中心 9位艺术家创作了具有共同
风格的印章，将来艺术家们在创作精
品时将共同使用这一印章，这在中国
钧瓷史上还是首次。

今年 3月 24日，在 2016博鳌亚洲
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国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巴基斯坦前

总理阿齐兹，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
等 17 位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在一幅 15
米书法长卷上，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
化，促进全球共同发展”17个字各填一
笔，然后加盖中国龙纽印章。而这些
中国龙纽印章就是由顾建全刻制的。

据了解，此次为中国钧瓷精品创
作中心的孙军、张自军、王秋红、王现
锋等 9 位艺术家制作作品印鉴，将对
解决钧瓷底款不规范、缺少人文和美
学气息等问题有推动作用。④4

4 月 23 日，体彩大乐透第 16046
期全国开 1 注头奖，单注奖金为 1500
万元 (含 500 万元派送奖金)，花落上
海。开奖结束后，奖池滚存 28.02 亿
元，再次刷新历史纪录。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3、19、22、32、34”，后区开出号码
“08、12”。前区奖号分布较为匀称，
各个号段均有号码开出。后区则开
出“08、12”两个大号。数据显示，上
海中出的 1500 万元头奖出自浦东
区，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
单式票，其中 1 注号码击中头奖。遗
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这位
幸运儿少拿了 900 万元追加派送奖
金，因而与派奖期间 2400 万元单个

封顶大奖擦肩而过。
奖池方面，28.02 亿元是体彩大

乐透史上首次突破 28 亿元大关，再
攀历史新高。④11 (陈 敏）

本报讯 （记者李 悦）在客场拿下内蒙
古女足获得联赛首胜之后，河南徽商女足
很快就收到了奥运国家集训队的征召令。
4 月 26 日，雷佳慧、董佳宝和王莹三员小将
赶到了集训地北京奥体中心，她们也是本
次国家集训队里仅有的三名中甲球员。

作为昔日世界足坛的劲旅，中国女足如
今正在触底反弹的崛起期，在法国人布鲁诺·
比尼的率领下，她们从竞争激烈的奥运会亚
洲区预选赛成功突围，获得参加今年巴西奥
运会的资格。在此前结束的奥运分组中，被
列入第三档的中国女足同东道主巴西以及瑞

典和南非女足分在一组，小组出线困难不小。
在基本完成了主力框架的搭建后，布

鲁诺·比尼也想选拔一些新鲜面孔，给球队
带来更多的变化，因此也就有了本次为期
四天的集训。由于是考察新人，这次集训
并没有征召此前参加奥运会预选赛的主力

球员。比尼对来自河南的三名球员有着不
错的观感，尤其是雷佳慧，此前她就曾多次
获得热身赛上场的机会。而如果这次集训
雷佳慧能够给法国人留下更深印象的话，
她很有可能和自己的师姐娄佳惠一起，获
得为国出征奥运会的资格。④11

河南三小丫入选奥运女足集训队
我省举办《我是青年，我是诗》
五四特别节目

9位钧瓷名家有了集体用印
为博鳌论坛雕刻印章的顾建全再出新作

大乐透奖池首破28亿

●体彩乐园●

本报讯 （记者李 悦）4 月 30 日的中超第七轮，河南建业
将在主场对阵韩国人洪明甫率领的浙江绿城。这也是球队赢
力帆克延边、拿下两位韩国主帅执教的中超球队后，迎来的第
三波“韩流”考验。

球员时代的贾秀全和洪明甫都曾是亚洲足球的代表人
物，双方的职业生涯只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有过短暂的交
集，退役后两人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拿起教鞭。不过细论起
来，洪明甫所获得的成就明显比老贾要强一些，踢球时，洪明
甫在韩日世界杯上不仅带队杀入前四，个人还获得了那届世
界杯的铜球奖；执教时，洪明甫更是带领一帮小将获得了伦敦
奥运会男足的铜牌。相比贾秀全此前面对的张外龙和朴泰
夏，同样来自韩国的洪明甫实力绝对更强。

不过在第三轮主场拿下山东鲁能之后，洪明甫带领的绿
城却开始陷入困境，两负一平三轮不胜，让韩国人感到压力很
大，尤其是上一轮最后时刻被对手扳平比分，更显示出这支年
轻球队的不成熟之处。此番两支中超最年轻的球队在航海体
育场相遇，除了贾秀全要和洪明甫掰掰腕子外，新锐球员之间
的比拼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④11

本报讯（记者王丹丹）4 月 26 日，记者从省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获悉，2016 年全国赛艇冠军赛当天在浙江千岛湖落幕。
在为期 8 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代表队的 600 余名
运动员在 21 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我省选手表现不俗，最
终获得 1 金 3 银。

据了解，本次全国赛艇冠军赛共设 8 公里 7 个小项目和 2
公里 14 个小项目。我省有 11 名女选手和 13 名男选手分别参
加了 13 个小项目的比赛。在女子 8 公里单人双桨比赛中，我
省选手王飞表现出色，以 34 分 10 秒获得一枚金牌；吴强以 35
分 09 秒获得男子 8 公里单人双桨第二名；付曼以 8 分 06 秒获
得女子 2 公里单人双桨银牌；王飞、代梦瑶、张燕、孙红旭以 6
分 45 秒获得女子 2 公里四人双桨第二名。另外我省选手还分
别在女子 8 公里单人双桨和男子 2 公里四人双桨项目获得第
四名。④11

本报讯（记者李若凡）4 月 27 日，河南女排名将朱
婷的去向终于尘埃落定，记者从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
中心获悉，朱婷在新赛季已与土耳其瓦基弗银行女
排达成协议，于 2016~2017 赛季征战女排欧冠和土超
联赛。

在欧洲排坛上，土耳其联赛近几年异军突起，与意
大利联赛、俄罗斯超级联赛等成为欧洲排坛的顶级联
赛。联赛的发展带动了土耳其女排的进步，在世界排坛
屡获佳绩。瓦基弗银行、伊萨奇巴希、费内巴切和加拉

塔萨雷等四支队伍被誉为土超联赛的四大豪门，在欧洲
都属顶级俱乐部。

此前，朱婷加盟土耳其俱乐部的传言已久，但迟迟
未正式公布，主要原因在于 2017 年是全运会年，朱婷远
征土超被要求以不影响备战 2017 年全运会预赛为前
提。然而女排欧冠和土超联赛届时正逢激烈的淘汰赛
阶段，“档期冲突”成为土超俱乐部与河南方面的分歧
点。昨日，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激扬明确表示，
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一切为全运会“让路”。④11

本报讯 （记者刘 洋）24 小时营业、随
时供应咖啡与甜品、晚上还有钢琴或爵士
乐演出……这样的书店郑州也有！4 月 27
日，中原图书大厦回声馆正式向读者开放。

这家被称为郑州“小诚品”的书店坐落在
杜岭街上，是一座将图书、国学、艺术、文创、
文化休闲、互联网等融合在一起的现代阅读
体验馆。书店分为 4层，以原木色色调为主，
与著名的诚品书店风格类似。在涵盖传统书
店所有图书种类之外，还有大量难得一见的
港台原版、英文原版图书，还特设财经馆、绘

本馆、幼儿阅读馆等阅读区域，并植入“互联
网+”概念，引入微信服务，极大地方便读者。

记者在书店看到，首批进入书店参观
的读者都异常兴奋，他们不仅对琳琅满目
的精选图书爱不释手，也对舒适、时尚的阅
读环境称赞有加，尤其是 3D 打印、科技产
品展示以及阅读大巴令人感觉十分新颖。

中原图书大厦经理张艳表示，这是中原
图书大厦进行的一次业态升级，通过服务创
新，为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空间和文化服务，
打造省会引领阅读风尚的文化地标。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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