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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评

网事聚焦

本期焦点 微信圈

□本报记者 张磊

来自河南的 33岁物流工人余建春，尽管专科毕
业，从小数学并不好，却把数学当做最大乐趣。每到一
个城市，他就去当地最好的大学拜访数学教授。终于，
余建春因“卡迈克尔数判别准则”的成果，受浙江大学
数学系邀请登上讲台，与教授们“同堂论道”！6月22
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转发该消息后，引来不少网友关
注和点赞。

余建春带着自己的五项数学发现登上浙江大学数
学系的讲台，得到了数学系教授的认可。余建春说，他
上学时的数学成绩并不好，也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但
数学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网友“more晶”说，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尊重是对人才最好的肯定，为这所大
学和这位物流小哥点赞。网友“云中天”赞叹称，重要
的是余建春离开校园这么久，而且还从事了与数学直
接关系不大的行业，他却还能坚持对数学的爱好，进行
研究，静得下心、沉得住气、肯钻研的精神最值得学
习。网友“水潇木亦潇”认为，人人若这般，国人之学风
必盛，浮躁喧哗之气定除。英雄不问出处，是金子总会
发光，加油河南小哥，自己争气一定能行！

余建春辗转各地打工为生，每到一个城市，他就跑
到当地最好的大学试图拜访数学教授，希望展示自己
的数学发现。见不到面，他就把自己的演算手稿寄给
数学界的“大牛”。余建春的执着打动了许多网友。网
友“lu鑫”说，英雄不问出处，余建春若没有真才实学，
肯定不敢登上浙大讲台，面对专业的教授和博士侃侃
而谈。而这些教授专家没有将他拒之门外，肯花时间
和精力了解余建春，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中国人才
多，也需要更多的“伯乐”来发现。网友“海离薇”说，每
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不要嘲笑任何人的梦想，不
管梦想是什么，都要努力一把，万一实现了呢？因为余
建春的坚持，才让他最终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也让更多
人能了解他，这对于他的未来也许就是新的机遇和挑
战。网友“tutu”说，希望社会上有更多温暖目光给这
样的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展示更好的自己。

物流工爱数学被请上浙大讲
台，“自创”公式获认可，网友说

英雄不问出处
是金子总会发光

□杨秋静

近日，一则“山西一银行培训员工打屁股”的视频

在网络热传，引发质疑。经调查，视频中的场景出现在

山西长治漳泽农商银行对员工开展的“业绩突破”培训

中。（6月21日大河网）
通过当众打员工屁股进行业绩考核，这听起来啼

笑皆非的一幕，就这样真实地发生了。视频中一名男

子对台上八位职员进行体罚，轮番拍打八位职员屁股

四次，其中有女职员被打得痛苦难忍无法站直。

在这场被员工用“恶心”来形容的培训会上，“体

罚”这个在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错

误方式，如今竟然被堂而皇之地搬上企业培训的“神

坛”。在这场近乎病态的培训中，“讲师”对员工轮番进

行带有侮辱意味的木板体罚、剃阴阳头、剪头发等行为

进行“激励与惩罚”，在场的员工多是选择了默默承受，

并未表达出内心的抗拒。究其原因，是培训机构摸准

了企业和员工的脉搏。

一方面：新鲜、出奇、带有爆点和刺激性的培训方

式，迎合了企业高层对培训效果盲目追求的心理，“不

走寻常路”的培训方式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被企业高

层错误理解为培训带给员工的巨大激励效果；另一方

面：企业员工在循规蹈矩工作中养成的“踏实肯干”、

“逆来顺受”的习惯，造成了员工对于企业培训中行为

的盲目接受和跟从，自身权益意识的缺失，导致侵害发

生时不能及时做出正确反应。企业高层和员工都没能

做到真正地了解企业培训的内涵，错把不择手段“求新

求奇”的病态培训作为提升业绩的途径。才导致这场

闹剧的发生。

“企业文化塑造”、“员工素质拓展”、“高效团队建

设”……越来越多的吸引眼球的词汇变成了企业培训

机构输出培训课程的“敲门砖”，而门的这头，往往是管

理思想陈旧、盲目追求业绩的企业高管，二者的一拍即

合，使得“业绩提升”变成“打屁股”，“激励员工”变成了

“恶性事件”。因此，对待企业培训的引入和企业文化

的养成，如何提升员工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系统培

训管理工作，为员工创造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社会

和企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蝇贪”吃掉百姓幸福感

大河网网友“小斐宝贝”：与“老虎”相比，

人民群众对身边的“苍蝇”更有切肤之痛。这

些“苍蝇”官职不大，但是他们利用公权牟私

利，侵占村民保命钱，骗取、冒领补贴等，这些

行为吃掉了百姓的幸福感，损害了百姓的正

当利益，污染了基层的政治生态。

腾讯网友“过江龙”：现在有一些村官一

没做生意，二没家庭成员外出挣钱，三没手

艺，就靠当村官，吃的穿的一个比一个高档，

不知道钱是哪里来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蝇贪”损害基层干部形象

大河网网友“球球”：基层干部是党和政

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代言人。“蝇贪”的出现破

坏了社会公平，严重损害基层干部的形象。

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了解群众需求，为百姓

做了不少实事，而一两个“蝇贪”的出现可能

导致群众对所有基层干部失去信心。千里之

堤溃于蚁穴，莫让“微腐败”酿成“大祸害”。

腾讯网友“远行者”：在一些基层组织里，

部分人抱着“山高皇帝远”的想法，以为党纪

国法的板子打不到自己身上，庸政懒政，个别

人甚至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在群众眼里，这

些基层官员，就是党和政府给大家的第一印

象。坚决支持加大打击“蝇贪”力度，让大家

知道害群之马不是主流。

治“蝇贪”需依靠群众监督

今日头条网友“一张网”：苍蝇不叮无缝

的蛋，而这个引来苍蝇的缝，就是相关监督管

理制度的不到位，上一层有没有问题，下一层

都清楚。最好的办法是从省到市到县再到村

全部建立透明账本，有据可查，让公民知道该

享受哪些好处，该交哪些费用。

大河网网友“石头”：今年 3月起，中纪委

连续 3个月在网站显著位置通报乡镇街道干

部、村干部这些“蝇贪”。终于开始拍苍蝇了，

苍蝇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蛀虫。要依

靠群众，发动群众，让一切贪污腐化的“蝇贪”

行为，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预防基层腐败群众得有份明白账

针对“蝇贪”问题，6 月 22 日，焦点网
谈记者采访了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明锁。张明锁说，蝇贪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上提出的，“蝇贪”泛滥，其害如“虎”。近
年来，从“小官巨贪”现象，到基层窝案串
案，无不警示我们，“微腐败”也会成为“大
祸害”。

张明锁认为，基层官员的腐败行为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
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处理不好，易引发群体性
突发事件。而基层官员和群众接触多，直接
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蝇贪”的存在，影响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削弱了
党的执政基础。

“堵住基层贪腐的漏洞，应该从两个方
面进行努力。一是民主管理，二是科学管
理。民主管理要求营支公开，公开账目，公
开预算。科学管理要求基层单位在账目公
开的同时，事后请相关单位进行审计。要
让群众知道钱从哪儿来，钱到哪儿去，让群
众心中有份明白账。”张明锁说，民主管理
和科学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缺一
不可，做到这两点，可以有效预防基层贪腐
的行为，同时也是对基层官员的一种保
护。比如，邓州农村创造的“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就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是基层建设的
制度创新之举，是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
制的有效实践形式。张明锁认为，随着基层
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蝇贪”现象会得到有
效治理。

□本报记者 申华

6月 20日下午，多名学生家长反映，位
于郑州市普庆路与龙门路的郑州龙门路实
验学校竟在高温下组织学生在室外做高强
度运动，现场致多名学生中暑。郑州龙门路
实验学校一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表示，当天
组织学生进行期终体育考试，从早上一直持
续到下午，活动目的是为了挑战学生的自
我。此事引发网友热议。

反对：不要为了体测而运动

大河网网友“长行塔”：等凉快了跑也一

样呀，这样突击训练毫无意义，还容易出事

故。体测的意义何在？关键是让学生喜欢

运动，而不是为了体测而运动。如此训练只

会使学生心里反感。

大河网网友“月月”：建议每周多开一节

体育课，并且保证体育课不被别的课顶替；

或者把训练安排在早晨，那样又凉快还能提

神。毕竟都还是中学生，又不是搞军事训

练，没必要那么疯狂。

支持：现在的孩子太需要锻炼了

@天蓝蓝：感觉只是跑几圈而已并不算

多，而且才 30℃。想想那些农村孩子大热天

还要顶着烈日帮家里收麦子，那么重的农活

干下来也没事。现在城里小孩需要多锻炼

了，打败他们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

大河网网友“正道沧桑”：学校这是磨炼

人的毅力！连酷热都害怕的人能成长吗？

孩子从小生长在温室里不受一点苦，将来在

社会上有什么优势？上高中时，每天上午课

间操，要先下六楼，再翻一座比六楼还高的

山到达操场。现在想想自己良好的身体素

质估计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校方在为学生进行体育测试

对于此事记者采访到该校的上级主管
部门郑州市金水区教体局。金水区教体局
宣外科科长牛芳鹏表示，6月 21 日金水区

教体局派专人就此事前往郑州龙门路实验
学校了解情况，对涉事学生及家长进行约
谈。真实情况是，该校8年级学生过完这个
暑假就会升入9年级，并将面临明年中招考
试 70分的体育测试，这样的分值在升学考
试中所占比重非常大，学校本着负责任的
态度，该校体育老师也牺牲了休息时间，在
暑假前对全体8年级学生进行体育测试，根
据每人的测试结果、身体状况和中招体育
考试内容，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建议，并事先
告知家长“您的孩子在哪方面需要加强锻
炼”。中招体育考试项目包含女生800米和
男生 1000米，学校组织学生在操场上进行
此项训练，同时也准备了绿豆水等防暑措
施，学校出发点是好的，个别家长对于学校
的做法产生了误解。

户外运动能保证孩子身心健康

郑州市金水区教育体育局体卫艺科负
责人郭淇表示，目前社会上有两种声音，一
方面抱怨现在学生体质情况在下降，一方面
却让孩子们在“吹不着晒不着”的温室中成
长。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健康和各项身体素

质发展的关键时期，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
是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磨炼坚强
意志、培养良好品德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
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国务院出台相关
文件，明令学生每天要保证1小时校内户外
体育活动，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除却雾
霾天气，没有相关文件规定高温情况下就要
停止体育课和户外运动。

夏季户外运动应注意些什么？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崔冬霞教授在接受
焦点网谈记者采访时表示，夏季户外运动应
尽量避开最热的时间段，可以选择清晨或下
午太阳下山之后。并且夏季可根据情况安
排游泳课等适宜的体育课程。在进行户外
运动时，尽量放在有树荫的地方，注意防晒
和补充水分。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学生出现
中暑迹象，应尽快到荫凉处，补充饮用水或
者用水进行喷淋、冷敷，之后尽快就医。不
过崔教授也表示，这样的天气下作为运动员
来说是照常训练的。所谓“冬练三九，夏练
三伏”，由于赛季即将开始，学校的运动队伍
依旧在田径场上紧锣密鼓地训练。

“打屁股”不是企业文化

治“蝇贪”还百姓更多幸福感
从今年5月开始，河南开

展为期8个月的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锁定了三类“重

点对象”，确保侵害群众利益

的问题“有人管、有人制止、有

人纠正、有人追究”。正“四

风”、开刀“蝇贪”，在刚刚过去

的5月份，河南484名“乡官”

触线受处，统计显示，“违规发

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占比尤

为突出。

6月 12日至 6月 17日，

河南日报连续推出三篇系列

报道，对这场“攻坚战”进行了

深入解读。网友认为，“蝇贪”

会吃掉群众幸福感，莫让“微

腐败”酿成“大祸害”。

学校组织学生室外运动致多人中暑引热议——

打败他们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

网聚观点

记者连线

□本报记者 孙华峰 网聚观点

6月20日，大河网眼遇客户端发帖《征集寻找与党同岁的95岁老人》。6月21日，网友“开心乐颜”跟帖发布了两张自己
姥爷的照片，称“我姥爷95岁，五世同堂，幸福的画面希望永恒，我姥爷经常说感谢党，没有党就没有他的今天。”据了解，这位
95岁的老人叫崔成喜，1921年12月24日出生，河南省新密市刘寨乡崔岗村村民。崔成喜如今五世同堂，他的玄孙在2015
年出生。问及他与党同岁有何感受，崔成喜很激动：“我感觉自己很幸运，能跟共产党同岁。以前的日子不如现在，多亏有了
共产党，我才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让我能在这个年纪抱上玄孙。祝共产党95岁生日快乐，越来越好。”供图：大河网网友
“开心乐颜”文字整理：朱丽文

与党同龄 五世同堂

专家观点

6月20日至24日，是全国检察机关第十
八个“举报宣传周”。6月22日，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贺恒扬第
三次做客大河网，就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与网友互动。

访谈中，贺恒扬谈了近年来河南检察机
关在反腐查案方面取得的成效。近3年来，
河南每年查办 3000余名贪官，其中厅处级
干部 300 余人，查案总数连续位居全国前
列。“这些案件的查处，有力震慑了犯罪，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贺恒扬说，在“蝇贪”

“蚁贪”的专项打击上，共查办案件3468人。
贺恒扬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河南检察

机关要重点查办以下“五类案件”：一是重点
查办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
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
使用的领导干部犯罪案件。二是突出查办
破坏经济发展环境、妨害国家重大经济发展
战略实施和重大改革举措落实的犯罪案
件。三是坚决查办发生在重大建设项目和
重点投资领域的犯罪案件。四是重视查办

“小官大贪”、“蚁贪”等发生在群众身边、损
害群众利益的犯罪案件。五是严肃查办市
县乡领导班子换届选举中拉票贿选、买官卖
官、权钱交易等犯罪案件。

贺恒扬说，检察机关一直提倡和鼓励实
名举报，对实名举报，检察机关将做到优先
办理，件件答复。电话举报统一号码为

“12309”，网络举报可以通过举报网站和举
报邮箱两种方式进行。 （记者 宋向乐）

河南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
贺恒扬做客大河网时说——

要重点查办“五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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