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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来，刷爆微博微信的不是

奖牌榜，而是“洪荒少女”傅园慧的

表情包。这位中国女子游泳队选

手没有金牌的光环，却因向大众诠

释“快乐体育”的真谛而“圈粉”无

数。面对中国队首日无金的局面，

网上没有过多责备之声，更多网友

留言说：杜丽好样的，孙杨挺住，大

家支持你们……正是国人的宽容，

使运动员更加从容。从北京到伦

敦，再到里约，一路走来，国人对待

奥运比赛的态度悄然变化。面对

这场世界竞赛，网友们越来越心平

气和，用更多的包容和自信，享受

着体育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不以成败论英雄 健儿们尽力就好

大河网网友“马布里里里”：得了金牌为

你喝彩，得了银铜为你骄傲，一无所有我们为

你自豪！比赛时你背后有 14 亿中国人的支

持，取得金牌为国争光固然是好的，如若未能

夺冠，在赛中倾尽全力便足矣。惟愿从里约

平安归来，加油！

@忘了怎么非：傅园慧压力蛮大的，50 米

仰泳世锦赛冠军后，国内有很多人对她抱有

很大期望，但里约奥运会是百米仰泳，真心觉

得她尽力就好，希望大家不要对她太苛刻，给

她太大压力，让她继续做个耿直快乐的小公

主！

@努力健身的木哥：尽管憾失首金，摘得

银牌，但四届奥运元老杜丽用超强的抗压能

力，完美的竞技表现，征服了观众，赢得了尊

重！好样的！每一名运动员都值得我们尊

重，他们值得我们所有国人骄傲！

无须再用金牌证明民族强大

@Penov：随着中国的强大，各方面软实

力的提升，公众对金牌有了更加理性的态度，

不再像以前以金牌论英雄、用金牌来提升民

族自信心，我们已经过了要用金牌证明自己

的那个阶段了，这是国家进步的一种体现。

大河网网友“益达”：我泱泱大国现在早

就不以金牌来证明自己了，体育强国实力毋

庸置疑，中国已摆脱金牌的不可承受之重！

@jumplele：虽然我们渴望金牌，但我们

不迷恋金牌，我们的强大不用一块金牌来证

明，中国人有这个自信。我们每一个人过好

自己的日子，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才是最重要的。

看奥运重在享受运动的快乐

大河网网友“李勇”：傅园慧的萌美在于

真实，不做作，比起金牌，“洪荒之力”式的自

我突破更值得欣赏，这才是正确对待奥运的

态度，在这个大 party 上尽情 happy，上领奖台，

甚至拿金牌当然是所有运动员的梦想，但只

要发挥自己的水平，不断超越自己才是最开

心的事情，这就是体育精神，对自我突破的不

懈追求。

@坦总：大家普遍都喜欢傅园慧这个姑

娘的率真，说明包容、大气、多样化的中国正

在回来。这也十分契合大家对这次奥运会的

态度，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就好，金牌绝不是

唯一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发自内

心的快乐，希望中国运动员都能有这样的心

态。

大河网网友“默镜 prime”：社会有这种

认识，确实是一种进步，竞技体育是残酷的，

但对于运动员，他们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

我们更应该关心他们的过程、努力和个体！

不应该完全以结果论英雄！体育的本质是带

给人健康和快乐！

社会进步 国人奥运观呈现多元化

“我国已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不再
需要用金牌来证明国家的强大。”8月10日，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周毅刚接受采访
时说，“金牌不再是比赛的唯一，对拼搏者的尊

敬、对失利者的宽慰已经成为国人舆论的主
流，也彰显了一个体育强国、世界大国日渐成
熟的国民心态。”

周毅刚说，自 1979年中国重回奥运大家
庭，37年过去，奥运对中国人所蕴含的意义以
及国人对奥运的态度，已悄然改变。2008年
国人的奥运热情空前高涨，民族情结彰显，金
牌至上的奥运观成为主导。但随着中国发展，
不需用金牌来证明国家的强大。“因此对本届
里约奥运会，国人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体育赛事
本身，关注热点主要集中在自己喜欢的体育项
目；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国家意识更多转移到运
动员本身的关注上，关照个体的生命价值；淡
化了金牌至上的唯一情结，开始关心非金牌选
手甚至‘失败’的选手”。

“金牌不在榜上，而在每一个人的身体
里”，这已经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对奥运的新认
知。周毅刚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国人的这
种奥运认知与表现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充分理解和完美诠释。”周毅刚说，习近平
总书记提倡的“奥运精神”是重在参与、自强不
息、顽强拼搏。奥运是一个大Party，每个参与
其中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轻松的、快乐的，这
也包括守候观看比赛的每一位国人。

周毅刚表示，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全民
健身事业的重视，大众体育参与热情与行动明
显增加，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
人们真正学会了欣赏与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
和益处，人们关注奥运会更多则以个人爱好项
目为主导，欣赏比赛远大于金牌期待。“运动员
不再是夺取金牌的工具，其自身的个性化与过
程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冠军’再也不是一个
披着光环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
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个体，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喜
怒哀乐。”

豫西农民以二十四节气种出巨型“鲜花拼盘”，网友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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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连线

苦干18个月 既种出“鲜花
拼盘”又培植了好药材

种出“鲜花拼盘”，还免费让游客参观
的农民是谁？种花的初衷又是什么？8月
10日，记者联系上了这位豫西农民陈新
康，今年48岁的他，虽然上学不多，却爱看
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对中国的节气、民俗颇
感兴趣，“二十四节气图”是他关注大自然、
气候变迁的验证表，他想通过观察、记录各
个节气花朵的绽放、凋谢时间和古书记载
的时间对比，来研究现在的气候和古代有
没有变化。

陈新康告诉记者，从决定要种“二十四
节气鲜花拼盘”到形成现在的效果，他和他
的“伙伴”老王一起苦干了18个月，从盘整
地到运送粪肥、农钾肥，从搜寻种子到播
种、浇灌，他俩不仅下了大力气，还投入将
近2万元资金。

“现在免费参观，以后得收费吧？”看着
这位憨厚朴实的豫西汉子，记者忍不住问，

“以后也不收费！”陈新康表示，他种的这些
花其实多数是中药材，最近“鲜花拼盘”吸
引了很多游客来免费参观，对他来说这就
是好事儿，有了客流，这些药材就能卖个好
价钱。

卢氏县官道口镇党委书记薛红军告诉
记者，新坪村地处卢氏、灵宝、洛宁交界处，
青山环抱，绿水长流，森林覆盖率达 85%
以上，生态宜居，豫西大峡谷景区就在这个
村。因为地处偏僻，又是山区，早些年闭塞
落后，豫西大峡谷景区开发后，当地借力景
区开发，发展农家乐等服务，一部分群众脱
贫致富，村容村貌有了很大变化，但还有一
部分群众仍靠传统农业增收。因为土薄地
贫、产量极低、收入有限，近年来，在当地政
府的引导下，村里陆续发展药材种植600
多亩，收入显著增加，而陈新康种出的“二
十四节气鲜花拼盘”，既注重药材自身的收
成，又兼顾了观赏效果，在全村的中药材种
植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大河网记者 刘高雅 宋健）

网聚观点

种的不仅是花 也是情怀

大河网网友“哈哈乐”：鲜花拼盘不是没见

过，但是这么有传统特色的巨型“鲜花拼盘”实在

是第一次听说，最近一定要找时间去开开眼。

@大猪小猪洛玉盘：我大河南就是这么小清

新！

@沈白兰：看完这篇报道，想到三毛作词的

歌曲《梦田》——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

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

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农民

种的不仅是鲜花，也是情怀。

有文化懂情怀才是河南农民新形象

大河网网友“晴天”：明明可以靠种地、收

粮食卖钱，老伯却种了花，引来了游客。有文

化、懂情怀，敢想敢做，这才是河南农民的新形

象！

@不梦醒时分：二十四节气种花，看花知时

节，从这里能看到，河南人身上处处沉淀着中华

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大河网网友“忆苦思甜”：脱贫攻坚，借力发

展是常招，产业富民是实招。如果能融入创意元

素，则是高招。

@美在人心：二十四节气+鲜花拼盘+免费

参观，有了客流就不怕没钱赚，这不就是我们常

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吗，必须点个

大大的赞。

用心发现 种地也可以很诗意

大河网网友“昨日今生”：这位河南农民堪称

顶级园林设计师。

@我想不出 ID：真漂亮，种地也可以很诗

意。

大河网网友“萍聚”：这不是我的梦想吗？有

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各个时段的花，一茬接一

茬地开，四季都美美的。

@小坚强姓张：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的田野。用心，才能发现生活处处有美

好。

制图/黄小红

童话里的“鲜花盛宴”，你见
过吗？三门峡卢氏县官道口镇
新坪村的农民群众，以二十四节
气中不同花期的苗木，种出了占
地两亩的巨型鲜花大拼盘。圆
盘内呈放射状分出 24格，每格
对应着一个节气的时令鲜花，看
花便可知时节。眼下，花园中的
鲁冰花、桔梗花、千日红等花开
正旺，每天前来免费参观的游客
络绎不绝。此事在网上引发网
友关注，不少网友表示：有文化、
懂情怀，敢想敢做，这才是河南
农民新形象！

“金星原浆——匠心成就品牌”系列之一

张铁山：“匠心”就是专注做消费者最喜爱的啤酒

◆ 匠心的目标是打造行业最优质产

品，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匠心

精神，已成为全体金星人的信仰和潜移默

化的自觉行动。

◆ 34年，金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

啤酒，专心致志做中国消费者喝得起、喜欢

喝、喝了还想喝的好啤酒。

◆ 匠心精神和坚持的力量让金星更

具竞争的底气与实力。

◆ 要让全世界的啤酒爱好者分享我

们中国的民族啤酒品牌魅力。

金星“匠心”语录

匠心精神要求“匠工们”勇于创新，
懂得顺应时代而变，不变的是对高品质
的执着追求，并且锲而不舍地坚持下
去。金星原浆啤酒就是亿万消费者心目
中拥有这种“匠心精神”的产品。

匠心精神和创新的力量让金星更具

竞争的底气与实力。金星啤酒是在竞争
的炮火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金星不惧
怕任何对手、任何形式的竞争，金星愿和
值得尊重的对手一起努力共同推动中国
啤酒行业的繁荣与发展。

金星啤酒集团董事长张铁山说：“34

年来，金星以‘工匠精神’作为企业成长
内在驱动力，矢志全心全意做中国消费
者最喜爱的啤酒，以质量赢口碑、强品
牌、创效益。我相信，在品牌深耕时代和
行业深度调整的当下，‘匠心精神’对金
星啤酒开启‘国际化征程’仍具有较为强

劲的支撑作用。”
“我有一个目标，未来不仅要让全国

的消费者都喝上金星啤酒，还要让全世
界的啤酒爱好者都来分享我们中国的民
族啤酒品牌魅力！”

（闫亚磊）

大品牌观是匠心之魂
匠心就是精雕细作，就是细心做到

极致，就是锲而不舍的坚持。匠心的目
标是打造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其他同行
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这一点，正是金
星啤酒多年经营的愿景所在，也是企业
未来永续发展的动力支持。

34年，金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啤
酒，专心致志做中国消费者喝得起、喜欢

喝、喝了还想喝的好啤酒。多年来，金星
啤酒对食品安全责任的恪守、对产品品
质的苛求，就是对匠心精神的深刻践
行。从企业创业初期提出的“不让一瓶
不合格的产品出厂”的质量零缺陷管理
理念到现在“标准规范，管理精湛，创新
无限，品质领先”的生产经营理念，匠心
精神已经成为全体金星人的信仰，深深

扎根在每一个员工的心里，潜移默化为
精益求精的匠人意识，转化成“人人关心
产品质量，人人维护品牌形象”的自觉行
动。

为让消费者享受到最纯粹、最正统
的原浆啤酒口感，金星从“匠心”出发，安
排研发团队远赴西德、捷克、澳大利亚等
国家，精挑细选世界优级麦芽、顶级啤酒

花和最好的酵母菌种等啤酒原料。金星
原浆啤酒是全程无菌状态下酿造出来的
啤酒发酵原液，采用的上面发酵工艺填
补国内行业空白：100%麦芽发酵，含酵
母，不过滤，最大限度保留了活性物质和
营养成分，保持了啤酒最原始、最新鲜的
口感。酒体泡沫丰富，香气浓郁，口味新
鲜纯正。

匠人团队是“匠心”之髓
匠心，始于信念，行于承诺，忠于品

质。匠心精神赋予金星人强大的动力支
撑，企业依托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
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等科技平台打造
出一支高精尖的啤酒“匠人”队伍：国家
级酿酒大师 1名、国家级酿酒师 8名、国
家级评酒师 26名、省级酿酒师 28名、省

级评酒师 34名、酿酒技师 48名；近年来
企业申请专利38项，其中国家级发明专
利13项，实用新型专利25项。技术精湛
的研发团队为金星逐年开展“匠心酿精
品”工程提供了强力的人才保障。

多年来，金星立足市场需求研发的金
星小麦啤、金星新一代、金星纯生、金星果

园、金星原浆等系列产品，一经上市推广即
迅速打开热销局面，赢得广泛的市场口碑
和社会美誉度。其中，金星新一代、金星纯
生、金星原浆啤酒已经成为肩负企业重要
利润使命的主力产品，特别是金星原浆啤
酒，自去年上市以来，凭借明显的差异化特
点和匠心独运的产品品质，很快成为中西

部中高端啤酒市场的新宠，成为城市精英
阶层政务、商务宴请的首选啤酒。今年年
初金星启动了市场全国化战略，在全国子
公司基本实现原浆啤酒产销一体化的保障
下，大力度开发新疆、东北、河北、安徽、湖
北、江苏等空白市场，预计年底，我们要让
全国的消费者都喝上金星原浆啤酒。

创新精神是“匠心”之核

中国酿酒大师、金星啤酒集团董事长张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