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12 月 7 日，省政府常务会议讨

论推进《“健康中原 2030”规划纲

要》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等工

作。（见本报12月8日报道）
笔者最关心的是，《规划》回应

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少生病、

不生病”“放心饮食、合理膳食”等

健康诉求，提出了四大健康任务，

“普及健康饮食”是其一。

吃好是健康的最基本要求，保

证食品安全是健康中原最基本保

障。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省政

府常务会议指出，“生态破坏、环境

污染及食品安全、饮水安全、生产

安全等问题，对人民群众健康带来

的影响日益突出。”这是总体上的

判断，符合实情。而从一些个案

看，食品安全问题更显得触目惊

心。据媒体报道，某地出现了用火

碱加工的羊头肉。这种肉一斤能

发几斤，不敢见阳光，一见阳光就

发黑。而医疗专家说，火碱这种工

业用碱残存在食物上，人吃了之

后，会对整个消化系统的黏膜造成

损伤。这样的事情虽说是个案，但

对百姓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对社

会造成的恐慌也是巨大的。一个

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往往会

造成一种农产品滞销，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不陌生。一粒老鼠屎能坏

一锅汤，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保证吃好的第一步，就是严加

监管，加重处罚，让黑心的商家没

有生存空间，而要做到这个，单是

依靠新闻单位曝光不行，甚至靠一

次两次专项治理也不行。针对监

管的漏洞和短板，创新管理，层层

落实责任，形成日常化、制度化、常

态化的监管体系，步步盯紧，节节

把关，才能保证食品安全。

吃好，还要提升食品质量。眼

下，食品供应丰足，但让人放心的绿

色食品却不能满足百姓需求。微信

朋友圈里，常见网民“晒”出的奇葩

食品，西红杮放了三个多月竟然一

点没坏，黄瓜放冰箱里又长出一段，

都让人对这些食品的品质产生怀

疑；而某菜是农药“喂”出来的、某地

农民说他们自己种的东西自个都不

吃等传言，也侧面反映出百姓对食

品安全的担忧、对高品质绿色食品

的渴求。

要想吃好就需加大食品生产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绿色

食品供应。而在这方面，还需要

技术的推广、政策的普及、制度的

改革。笔者在采访一农业合作社

时了解到，绿色食品市场需求量

大，很多农业经营者有很强的提

升产品质量的愿望，但一是缺少

技术搞不起来，二是对绿色产品

认定要求不熟悉，三是对绿色产

品的鉴定费用不愿或无力承担。

因而，要通过改革营造绿色食品

的发展环境，既要送技术送政策，

还要加快改革，一方面要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让鉴定、认证、管

理的费用降下来，另一方面还要

建立绿色食品标准推广和认证采

信机制，从而保证绿色食品有宽

广的绿色通道。

健康中原规划即将起步，绿色

食品的基础必须打牢。加强监管，

保证食品安全；加快改革步伐，提升

食品质量，才能让百姓吃得放心、舒

心，吃出健康，吃出幸福感。8

资本市场是“蝴蝶效应”的最佳代

言人。12月 6日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宣

布，开设一家新型实体食品杂货店，次

日沪深股市的百货零售板块就集体上涨。资本对百货

零售业的突然热爱，在于亚马逊的小举动，可能是“新

零售”到来的预告片。

一个多月前，马云曾在演讲中表示：纯电商时代很

快会结束，线上线下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将诞生“新零

售”。如今，在亚马逊这个面积百余平方米的新型实体

店，没有收银员，顾客完成一次购物，只需进入超市、选

择商品、离开超市 3 个步骤，购物变得像网购一样快

捷。这里极有可能是“洪荒之力”的源头，从而让马云

“纯电商时代很快结束”的预言，变为生动现实。面对

可以预期的又一个风口，先知先觉的资本市场对百货

零售业股票的加仓，显然是提前布局以便抢占先机。

几乎被电商宣判了“死刑”的传统百货实体店，弹

指间春风拂面，可见在新经济时代，传统行业只要下功

夫调结构快转型，跟上时代的律动，何愁不浴火重生

呢。刚刚获得福布斯终身成就奖的中国富豪王健林，

对于那些坐困愁城的传统行业而言，不但是励志的“羊

皮书”，更是奋然前行的好榜样。

房地产、电影院线、体育行业，王健林旗下万达集

团的主营业务，可谓再传统不过，却帮助王健林成为中

国首富。原因在于王健林能用“蓝海思维”，经营看似

“红海”的传统行业。向体育产业链上游扩张，收购国

际品牌赛事，单从收入规模而论，万达体育已经是全球

最大的体育公司。这种有别于买球队和球员的体育投

资路径，显然更契合消费规律：生活需求满足后，是身

心健康的需求，娱乐、旅游和体育产业，显然是长期存

在的“风口”。3 （丁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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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2月8日《华商报》报道，大学生孙天琪毕业后，发现自己
不适合法律行业的工作，遂辞职创办物流公司，当上了“乡村快递
员”，为满足业务需要，经常将物资送到田间地头，服务方便贴心，
顾客纷纷上门。8 图/王铎

雾炮车是一剂治霾安慰剂

让舌尖上的幸福感天天都有
加快改革步伐，提

升食品质量，才能让百
姓吃得放心、舒心，吃出
健康，吃出幸福感。

“你瞅啥”引发的血案
□冯军福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一首《传奇》道出了恋人间的含情脉

脉和温馨浪漫。不过，在街头上多

看一眼，带来的不只有浪漫，也可能

是一桩血案。近日，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场因“你瞅

啥”而引发的命案。今年 8 月，张某

与女友任某饭后在马路上碰到了互

不相识的崔某，因感到崔某在看自

己的女友，张某便借着酒劲，张口来

了一句：“看什么看？”崔某被张某的

蛮横态度激怒，双方一言不合便持

刀互殴，最终导致一死两伤。

因为简单一句话而大打出手，

最终酿成惨剧，这样的案例现实中

并不少见；因为一个犀利的眼神，招

致闯红灯者破口大骂，也是不少人

的亲身经历。北京三中院的一份调

研报告显示，由当事人言语失和等

琐事引发的刑事案件，竟占到了该

院全部案件的近四成。“你瞅啥”“瞅

你咋地”“再瞅一个试试”“试试就试

试”……街头上，这样对峙扮横的对

话我们时常听到，也许看者本来无

意，也许被看者也只是好奇地问上

一句，但言多必失，误会横生，无端

地被人怼上这么几句，看着对方来

势汹汹冲着自己逼问的架势，搁谁

心里都难免有些憋气，放谁身上都

不愿轻易认输。一句“你瞅啥”，慢

慢从喜剧舞台上的一个笑点，变成

了一个事关身家性命的严肃话题。

表面上看，“你瞅啥”引发的血

案是由于当事双方个人素质低下、

法律意识欠缺，但实质却是暴戾、焦

躁的社会心理在作祟。现代社会

中，人们的工作节奏加快，活得像个

陀螺，少年时围着一张卷子奋斗，年

长后为了房子、车子、票子打拼，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渐趋冷，浮

躁的功利心态和横向的攀比心理充

斥其中。

这种社会环境下，对陌生人的

目光变得挑剔、不友善，对路遇者的

言行变得冷漠、不耐烦。在城市，

“路怒者”难抑怒火，跳下车来暴打

女司机，虽然有指责之声，但也不乏

将其称为“英雄好汉”的人；在农村，

为了宅基地的一尺一寸，邻里之间

有的拿起铁锹，斗个头破血流，却不

见古人“让他三尺又何妨”的风范。

一句话可以让人笑，一句话也

可以让人跳。让“路怒者”熄火，让

“你瞅啥”闭嘴，需要我们每个人对

法律充满敬畏，对人情充满期待。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能不能尽量消

弭自身戾气，对情绪做好管控，给对

方一个台阶和微笑？同时，也要试

着去改变言语方式，比如当被问到

“你瞅啥”时，换个轻松愉快的说法：

“我就是瞅你长得好看，要不要交个

朋友？”这样一来，效果会不会好些

呢？8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日益被重视，多地采购了

被称为“治霾神器”的雾炮车上路。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

共有164条招标信息的标题里有“雾炮车”。与这股热潮

不符的是，有关厂家均无法拿出雾炮车能够治理雾霾的有

效证据，专家也持否定态度。（见12月7日《南方都市报》）
雾霾年年不请自来，地方环保部门势必压力很大，

污染企业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给关了，向涉及市民生活

的私家车等领域开刀也实属不易，这就给了安慰剂以

存在的空间。都知道没用，但至少能够聊以安慰，给人

好像有效的错觉，特别是“治霾在行动”的感觉。把雾

炮车推上“治霾神器”高度的，不只是一些地方环保部

门，也包括我们自己。雾霾治理必然是一个长久的过

程，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所有人同呼吸、共命

运应是一个共同体，我们的义务不只是监督和指责，也

包括实际的行动。8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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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春、常昊、古力之后，谁将是

中国围棋的王者？

两年前，这还是一个难以回答的

问题，因为那时候中国涌现出一大群

“80 后”“90 后”的世界冠军得主，像江

维杰、时越、柁嘉熹、陈耀烨、朴文垚、

范廷钰、周睿羊等，都有大赛登顶的荣

誉加身，但都没有第二个世界冠军的

经历，被称为“一冠群”，柯洁去年初夺

冠后，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会和

他们一样，就此沉沦吗？

柯洁用越发出色的成绩给出了最

精彩的答案。他丝毫没有停下向棋艺

高峰冲击的步伐。2015 年，他连夺三

冠，率先从“一冠群”中脱颖而出，而且

全年执白不败；今年，他虽然小遇挫折，

输了几盘关键的棋，但依然可圈可点：

三星杯和百灵杯双双杀入决赛，围甲联

赛将实力平平的云南队带到了亚军位

置，自己也荣膺最有价值棋手奖、最佳

主将奖和最多胜局奖。此次又在先输

一盘的不利情况下抖擞精神，连胜两

盘，迎来自己的第4个世界冠军头衔。

4个冠军在握，柯洁已经超越了当

年 8 个月内豪取三冠的孔杰，多年争

霸天下最终也有三冠加身的常昊，成

为中国第二人，仅次于叱咤风云多年

的大侠古力。但尚不满 20 岁的柯洁，

最终超越 8 冠在手的古力以及韩国的

六冠王刘昌赫、九冠王曹薰铉，都是大

概率事件，唯一有悬念的是，这一天什

么时候到来。

不过，柯洁即使超越了古力，前面

还横亘着两座大山，那就是拥有 14 个

世界冠军头衔的李世石，以及公认的

当今世界围棋第一人、独得 17 个世界

冠军的李昌镐。要翻越这两座大山，

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荆棘遍地。不过，

柯洁相较这些前辈也有自己的优势，

一是年轻，还不到 20 岁的他获得的荣

誉超越了前辈们同时期的所有光芒；

二是现在比赛比当年更多，机会也更

多。我们相信天生有一颗大心脏、越

到关键时刻越发挥出色的柯洁不会就

此止步不前，只会不断进取，只有等到

超越大小李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

自豪地说，现在世界围棋是中国的柯

洁时代，不服气的放马过来。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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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在强力外援奥
胡米克伤退之后，本赛季一度所向披靡
的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多少有点“蒙
圈”，先后大比分输给了上海队、北京
队、山西队。不过球队也在积极调整打
法和状态，12月6日晚WCBA常规赛
第二十轮，河南女篮主场89∶87战胜沈
阳部队女篮，止住了“跌势”。而河南女
篮请来“救急”的仙杨·帕克，也确定将
于明日随队迎战来访的广东队。

沈部女篮是 WCBA 少数几支没
有外援的球队之一，此前她们曾主场
爆冷击败当时风头正劲的河南女篮。
6日晚双方再度对垒，河南女篮上来就
手感火热，陈晓丽的进球拉开了河南
队一波 8∶0的序幕，做客的沈部女篮

则加强防守，不断造成河南队犯规，凭借
罚球紧咬比分。上半场双方激战成43
平。下半场赛况依旧胶着，直到最后两
秒，比分仍是87∶87。此时，本场比赛频
频强打内线得手的黄品蓁再次快速突
破，2分绝杀！河南女篮拿下比赛。

河南女篮止跌的同时，外援且切
尼·奥胡米克的伤情和新援仙杨·帕克
也都有了确切的消息。据了解，奥胡
米克返美后在休斯敦接受了跟腱手
术，预计恢复期6~9个月，本赛季已是
复出无望。仙杨·帕克则已在中国篮
协完成了注册，随时可以代表河南女
篮征战赛场。仙杨·帕克上赛季就是
河南女篮外援，堪称“老熟人”，快速磨
合融入球队应该没什么问题。⑥11

河南女篮“止跌”迎新援

本报讯（记者 黄晖）12月6日晚，随
着河南奥瑞克电梯女排在客场2∶3不敌
四川女排，她们在联赛Ⅰ组中的排名也

“定格”在末位的第六名，无缘赛季前八。
当晚的比赛，已经身陷绝境的河南

女排一度让河南球迷看到了希望——
她们依靠高质量的攻防，以两个25∶15
的大比分优势拿下前两局。不过四川
女排虽是联赛新军，毕竟也已在前八轮
取得5场胜利，实力、经验都不缺。很快

“回过神儿”来的四川女排迅速调整，以

27∶25，25∶23连扳两局，并在决胜局中
以16∶14胜出，3∶2逆转河南女排。

联赛九轮战罢，河南女排目前在
Ⅰ组 6支球队中排名垫底，虽然分组
赛还有一轮，但河南女排1胜 8负积4
分的成绩落后排名第五的福建女排3
胜 6负积 11分太多，翻身无望。按照
赛程，分组赛结束后，两个小组的前四
名将进行交叉赛，决出联赛前八名；两
个小组的第五、第六名也将进行交叉
赛，决出联赛的9~12名。⑥11

河南女排无缘联赛前八

经过近三个月的激烈比拼，2016
年度洛阳市“市长杯”青少年足球联
赛于 12月 4日在洛阳市河洛中学落
下帷幕，继学校女子足球队以全胜
战绩获得中学女子组冠军之后，洛
阳东方二中男子足球队也在决赛中
以 3∶2力克洛阳 47中，夺得初中男
子组冠军。“市长杯”双冠王，充分的
展示了东方二中校园足球的成就。

2013 年，洛阳市开始开展校园
足球活动，东方二中将之作为学校
特色体育艺术的一个重点。东方二
中有着独特的校园足球理念：“足球
是快乐的，不是痛苦的；足球是玩出
来的，不是教出来的；足球是练出来
的，不是训出来的；足球是向前的，
不是向后的。”学校成立校足办，改
建足球场，编创足球操，开发校园足
球趣味游戏，举办校园足球嘉年华
活动。2015年“省长杯”足球锦标赛

获得初中组女足亚军，2016年“省长
杯”足球锦标赛再接再厉获得冠军，
河南省首届及第二届校园足球夏令
营相继在这里举行，有普及、有提
高，校园足球在这里正茁壮成长。

三年来，该校先后成为河南省校
园足球布点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2015年被评为洛阳市特
色学校，逐渐成为洛阳市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中最闪亮的明星。（校足办）

“市长杯”双冠王的秘密
2016年 12月 7日、8日，中国体

育彩票品牌公益项目“中国体育彩
票·新长城助学基金”2016年捐赠仪
式分别在商丘师范学院和周口师范
学院举行。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
金”助学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
心在2005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
设立的扶贫助学公益项目，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自2013年加入该项
目，已连续三年分别资助了信阳师范
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和许昌学院的160
名优秀贫困大学生。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书记
王海新介绍，2016年是河南省体彩
中心连续第四年进行“中国体育彩
票·新长城助学基金”助学活动。经
过河南省体彩中心和中国扶贫基金
会共同审核，选定我省欠发达的豫东
地区的周口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

两所学校，作为河南省体彩中心
2016年“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
基金”的受助学校。本次捐助活动对
两所院校来自全国14省区的120名
2016级优秀贫困大学生进行捐助，
总捐助金额 60万元。至此，河南省
体彩中心在该公益项目上累计投入
的捐助贫困大学生的资金达到 124
万元，共有280名贫困大学生和家庭
受益。 （彩文）

“体彩·新长城”再扬帆

本报讯（记者 李悦）经过几天的
适应性训练后，12月9日上午，建业全
体将士将在主帅贾秀全的率领下兵发
昆明海埂基地，在这里他们将进行三
周左右的冬训，为下赛季的联赛征战
做好体能储备。

与前两个赛季一样，这次老贾依
然从青年队选拔了靳琪、王浩楠等六
七位年轻小将加入一线队，而乐于给
年轻人机会，也是贾秀全身上的一个显
著亮点。2016赛季，建业是中超16支
队伍里最为年轻的球队，同时他们也是
主力阵容里唯一一支没有30岁以上球
员的队伍。李晓明、龙成等一批年轻俊

杰已经开始在中超赛场上崭露头角，李
晓明更是被评为上赛季联赛的最佳新
人。因此靳琪等人完全不必担心在建
业队中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至于内外援方面，习惯保持神秘的
建业依然把自己的转会动向掩盖得毫
无缝隙，但根据惯例，一批有意于加盟建
业的国内球员，将在海埂基地随球队训
练。这也是一次互相考量的严格测试，
火眼金睛的贾秀全更善于在这批免费
球员中，淘到一些宝贝。据了解，两名外
援戈麦斯和哈维尔，将在圣诞节之后赶
往昆明与球队会合，剩下3名外援人选，
现在依然无法最终确认。⑥9

建业开始昆明冬训果然英雄出少年
□令狐一刀

12月8日，
第21届三星车
险杯世界围棋
大师赛三番棋
决赛决胜局在
韩国战罢。卫
冕冠军柯洁以
2∶1的比分逆
转夺得本次三
星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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