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沉沦十六载 如今又遇生死关

谁来救救河南围棋 本报讯（记者 李悦）当地时间1月
8日晚，正在迪拜拉练的河南建业，与阿
联酋联赛现排名第11位的阿拉比乌姆
古温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依靠龙
威的进球，建业 1∶0小胜对手，取得了
今年海外拉练的首场胜利。

作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良好的体育设施，
使迪拜成为众多职业俱乐部冬歇期集
训的首选。由于高水平俱乐部云集，热
身赛质量有保证，近年来包括建业在内
的多家俱乐部，均把迪拜当做海外拉练
的主要目的地。去年在迪拜冬训的建

业，就曾和沙特豪门伊蒂哈德、暂居俄
超第二的罗斯托夫等俱乐部，进行了多
场高水平的教学赛。虽然建业鲜有胜
绩，但其锻炼的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

今年再次来到迪拜的建业，依然
选择了高强度的热身赛来锻炼众多年
轻队员。与阿拉比乌姆古温队的比
赛，老贾就选择了主力加年轻队员的
混搭配置，最终新老搭配的建业表现不
俗，以1∶0取得了迪拜热身的首胜。当
地时间 1月 9日的下午 4点，建业将迎
来今年海外拉练的第二场热身，对手是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一支球队。

本报讯（记者 黄晖）1月 8日下午，
中国男排联赛交叉赛Ⅰ组争夺继续进
行，河南天冠男排0∶3败走上海滩。

上海队是中国男排传统劲旅，目前队
中有5名国家集训队成员。此战首局上
海队凭借强攻、拦网频频得分，逐渐占据
优势拉开分差，很快就以25∶13胜出。第
二局、第三局河南男排表现虽有起色，但
在强势的对手面前始终打不出最好的技
战术水平，终以21∶25、18∶25再失两局
饮恨上海滩。“我们在进攻等技术环节上
的个人能力和上海队还有差距，比赛中我

们的拦网做得也不好，没能有效针对对方
外援进行拦防。”河南男排队长焦帅赛后
表示。上海队目前有两名外援，分别是绰
号德国铁锤的德国国手格罗泽和曾获欧
冠最佳主攻的阿根廷国手孔蒂。

本轮战罢，河南男排目前4胜7负积
10分，在交叉赛Ⅰ组中暂列第六，仅仅凭
借C值（胜负局比值）的微弱优势，排在
胜负场及积分均相同的江苏队之前，想
要实现赛季保八争六拼前四的“中目
标”——争六，还须加油。1月 12日，河
南男排将在南京客战江苏。

2017 年 1月 10日~15日，首届“中
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在广西南宁开
赛，来自欧洲和南美的两支世界“准一
流”强队克罗地亚和智利，以及在 2016
欧洲杯上一鸣惊人的“黑马”冰岛也将
受邀参加此次赛事，与中国队同场竞
技。华丽的南美足球、硬朗的东欧足
球，以及热血沸腾的“冰岛战吼”都将家
门口上演。

中国杯是由国际足联批准的国际足
球A级赛事，每年举办一届，首届比赛由
4支国家队参赛，以后逐步增加到8支球
队。1月 10日、11日晚间将进行“中国
VS 冰岛”、“智利 VS 克罗地亚”两场比
赛。1月 14日、15日下午进行三四名决
赛和决赛，竞彩足球游戏将开售全部四场

比赛，为广大球迷看球助兴。彩民朋友可
登录竞彩网查询开售场次的固定奖金。

在备战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关键
时刻，中国杯为国足创造了一次与国外高
手切磋的机会。期待“银狐”里皮领军的
新一届国足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为广大
彩民带来更多惊喜和幸运。 （彩文）

建业热身斩获首胜

河南男排不敌上海暂列第六

“中国杯”边看边猜

□本报记者 孟向东 黄晖

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
深受人们喜欢的智力运动项目，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在河南
也不例外。但河南围棋注定是命运
多舛，他们沉沦已经达16年之久，去
年刚刚重返围棋甲级队行列，今年联
赛还没有开战，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
考验，急需政府和企业伸出援手，拉
河南围棋一把。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中原本就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围
棋在这块土地上本来就有旺盛的生命
力，历朝历代高手辈出，特别是上世纪
60年代，在酷爱围棋的省委老领导刘
建勋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呵护下，一批在
别的省市受冲击的围棋高手如罗建文、
黄进先、陈锡明等纷纷落户河南，使河
南围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不
仅他们在全国比赛中屡次取得好成绩，
而且他们培养的弟子也都快速成长起

来，成为中国围棋的中坚力量，如刘小
光、汪见虹、王冠军、马石、丰云（女）、王
檄、时越等都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多次
取得好成绩。洛阳的职业棋手更是早
在本世纪初就突破了100段，成为全
国第二个“百段之城”，仅次于中国现
代围棋之都上海，目前总段位132段，
也仅次于上海的138段。围棋一度成
为河南体育一张靓丽的名片。

十年生死两茫茫

在上个世纪末，长期被日韩压制
的中国围棋界痛定思痛，锐意改革，
推出了围棋职业联赛，以前一年全国
团体锦标赛的前 10名为甲级队，其
余的为乙级队。河南队也是最早的
几支甲级队，但当时的主力队员刘小
光、汪见虹、王冠军、马石等都已经过
了职业生涯高峰期，所以勉强保级。
2000年，尽管请来了不错的年轻内
援邹俊杰，河南队依然降级了。由于
囊中羞涩，后继无人，他们这次的降
级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让人没有想

到的是，他们这一降就是10多年，不
但再无重返甲级队的机会，而且在
2005年的全国乙级队联赛中名次居
后，又跌落到新设立的丙级队行列。
当年全国最具实力的几支劲旅之一，
如今与一些草台班子一般的业余性质
棋队为伍，确实让人遗憾万分。更让
人感慨的是，由于缺乏一线队当领头
羊，一些河南的孩子和长期在河南学
棋的孩子纷纷外流，更使河南围棋失
去了后劲，如王檄、彭荃、时越、杨鼎新
等。在黑暗中挣扎的河南围棋在盼望
着，盼望早日迎来复苏的一天！

期盼雪中送炭来

直到 2015年，河南围棋才迎来
复苏的曙光。从开封起家、喜欢围棋
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斥资买
下了围甲队伍广西华蓝，想把最高水
平的围棋赛重新带回河南。但不幸
的是，这年的联赛结束时亚太队也降
级了。2016年，亚太队保留了以韩国
著名棋手李世石为首的原班阵容，在

乙级联赛中名列第3，惊险地搭上了
围甲扩军的末班车，也使围甲在暌违
河南16年后，重返中原大地。今年3
月份，围甲将重燃战火，但河南亚太
围棋队和省棋牌院领导却愁眉不展：
围甲的投入远非乙级队可比，由于受
体制和财力的限制，亚太集团不可能
拿出支撑队伍运转的至少数百万资
金。恰在此时，上海、厦门等地的许
多商家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将亚太围
棋队买下，迁往外地，出价至少千万。

在经历了 10多年的期盼之后，
河南围棋才赢得参加全国最高水平赛
事的机会，怎么可能舍得亚太队外
迁？但想留住队伍，就必须得有至少
500万元以上才能保障队伍的生存，必
须在留住李世石的前提下再引进一两
名高水平棋手，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
的围甲生存下来。谁能在最困难的时
候拉河南围棋一把，不但能替河南围
棋留住发展的火种，善莫大焉，而且还
可以在中国围棋成熟的市场环境中收
获冠名、宣传包装等诸多无形资产，也
应该算是两全其美吧？

1月7日，2017年三门峡市举行新年登高活动，活动吸引了千余名体育
爱好者参加。三门峡市是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随着城乡体育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加强，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通讯员 范艳龙 摄

一所学校的足球联赛，竟能聚起
112支球队！2016年12月23日下午，周
口市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第二届足球
文化节暨“校长杯”班级足球联赛闭幕。

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第二届足
球文化节暨“校长杯”班级足球联赛历
时二十多天，参赛队达 112支，历经
118场的激烈角逐，6个年级冠军、30
个金靴奖、金球奖各归其主。该校早
在2012年就组建了足球队，今年淮阳
县教体局已批文同意学校成立青少年
足球俱乐部，现形成了1至6年级梯队
型足球队，并编排了足球大课间，举办
足球文化节和“校长杯”足球班级联
赛，通过写作、绘画以及班会形式开展
各种足球文化，很好地陶冶了学生的
足球素养。

该校通过开展校园足球多元化活
动，为校园文化建设画上浓重的一笔，
在推进校园足球工作时采取的“全员
足球”，更让全校的每个学生都参与到
了校园足球运动中。 （校足办）

一所小学，112支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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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送温暖已是必不可少的“规定动

作”。送温暖可以体现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怀，解

决困难群众的部分生活问题，实在是好事一桩。

然而，也有少数单位和部门往往不考虑群众的

实际需求，几乎是年年千篇一律对所有困难群众都

送同样的东西。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开展

慰问前，首先应该对慰问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

的事前调研，以求做到精准慰问——即缺啥送啥，

切忌千篇一律，不能用一床被、一桶油、一袋米、一

个红包走遍所有的贫困户。4 （祝建波）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大儿子刚刚结完婚，定亲 1.8

万元，彩礼 8.8 万元，这在村里已经

算比较少的了，媳妇嫌没有面子，

但这已经让家庭负债累累……”清

丰县某村民告诉记者。彩礼压垮

一家两代，河南多地出台农村红白

事指导意见，制定村规民约，一万

元彩礼就可以娶媳妇。（见1月9日
《大河报》）

娶媳妇要送彩礼，是自古就有

的传统。周朝时，男方娶亲送的吉

祥物是大雁，寓意夫妻恩爱，互守誓

言。唐宋以来，送现金作为彩礼开

始普遍，封建社会有个观念问题，认

为将女儿辛苦养大，却成了别人家

的人，女方到男方家，相当于多了一

个劳动力，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

属一定数额的费用，这就是彩礼的

由来，其实如同“卖女儿”。

《水浒传》里林冲要上山入伙，

须纳投名状，得“下山去杀得一个

人”，自落把柄以表忠心；高额彩礼

的缴纳，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不

让男方倾家荡产，至少也会伤筋动

骨，如此方能保持婚姻的稳定。在

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权益难以保障

的年代，高额彩礼对维系社会稳

定，构建家庭和谐，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不能简单一概否定，其中的

良苦用心，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

智慧。

然 而 时 代 在 发 展 ，社 会 在 进

步，老祖宗定下的很多“规矩”，今

天来看，已经明显不合时宜。女方

到男方家庭，是平等主体的结合，

如今的年轻人，婚后一般都是自立

门户，即便农村，也很少真正与老

人长期同住，不论男女，大多数人

都得共同奋斗，养家糊口，抚育小

孩，双方老人遇到难处，都得一视

同仁尽力相助，不存在“成了别人

家的人”这一说。至于把女人看做

传宗接代工具，则是一种封建糟

粕。当然，女性在家庭中付出和牺

牲往往更多，这就更需要相濡以沫

的尊重与相互帮扶，但绝不是高额

彩礼的物质捆绑。

俗话说量体裁衣，看菜下饭，

盲目攀比的彩礼之风，往往非但不

能增添幸福，反而埋下不安定的隐

形炸弹。有男子不堪天价彩礼，杀

死未婚妻和准丈母娘后自尽；有公

公婆婆，为置办彩礼，变卖祖产，年

逾六旬到城市捡破烂，流浪为生；

更有的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逼上

法庭……这一沉疴陋习，为何偏偏

屡禁不止，阴魂不散？应该说，一

些人身体进入 21世纪了，思维还留

在过去。为什么留在过去，因为没

有真正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尤其

广大农村地区，依然是熟人社会模

式，靠面子生存，靠关系生存，一心

求稳，维持现有习惯，是熟人社会

的主要特征，只要这种社会模式不

被打破，积传千年之久的高额彩礼

习俗就不可能真正消除。

高额彩礼陋习也影响经济发

展。扩内需为什么难？有钱都舍

不得花、不敢花，只为攒住娶媳妇，

下一代成家了依旧如此，恶性循

环。这当然是可以改变的：上帝给

每人一把勺子，勺子比胳膊长，所

以吃不到自己嘴里，饥饿难耐，然

而有的人懂得互相喂，个个吃得满

面红光。思路一变天地宽，废除

彩礼陋习，让每代人都舒舒坦坦花

自己挣的钱，生活岂不是更潇洒？

我省多地出台农村红白喜事

指导意见，非常好，值得推广。伴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

农村青年将在陌生人社会中接受

洗礼与成长，他们不仅记得住乡

愁，而且望得见潮流。一代人、两

代人，三十年、五十年，高额彩礼陋

习，在时代大潮的滚滚冲击下，必

将不再成气候。4

□周晋育

亳州市谯城区一村委委员利用职

务之便，以自己或冒用其他村民名义，

向政府申请危房改造资金 14 笔，贪污

15.8 万元。1 月 5 日，亳州市谯城区法

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两年，并处罚金 12 万元。（见 1月 7日
《安徽商报》）

去年 12月 29日，河南省纪委就通

报 5 起村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这些村干部或是向养

殖扶贫户索要“辛苦费”，或是截留贪

污专项资金，损害群众利益。村干部

何以成为违纪腐败高发群体？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村党支部纪检委员

监督缺位。

笔者曾作过调查，之前，笔者所在

县村党支部 60%没有设纪检委员。设

置纪检委员的，也不尽如人意，甚至是

形同虚设。有的纪检委员没有责任

心，对履行职责顾虑重重，担心监督领

导会被“穿小鞋”；有的村支书对监督

持排斥态度，认为监督就是对自己不

信任，有损“一把手”威信；有的纪检委

员能力素质不足，对纪检监察工作“任

前没接触，任时没培训”，缺乏履职必

备的业务知识和技能。这样的情况多

了，同级监督就不能如影随形跟得上，

上级监督往往不能面面俱到，村干部

的问题就多了起来。

依据村干部问题多发的实际，针

对农村纪检委员的具体情况，笔者认

为，必须激活村支部纪检委员的监督

机制。第一步就是要加强培训，建立

一支能监督的纪检委员队伍。既要加

强纪检业务培训，又要加强思想教育，

增强其履职意识。再一个就是要强化

管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真正让队伍

活起来、干起来。

让纪检委员认真履职，就必须时

刻提醒其职责和任务。笔者所在县纪

委探索一套这样的方法：将纪检委员

责任具体化、任务清单化，把任务分

解，且每项任务都有具体落实时间，这

样实际上是手把手教村支部纪检委员

做好工作；督责日常化、考责台账化，

工作布置下去，还要时时提醒，时时督

促，这样才能保证纪检委员不推诿、不

卸责。追责双重化，一旦发现有不正

之风或腐败问题，不仅要追究当事人

责任，还要追究纪检委员责任。这样

的管理办法实施后，村纪检委员的工

作明显有好转。一个村支部纪检委员

就制止了村支部送人情定贫困户的不

当行为。

解决好基层党组织监督软化的问

题，村干部违纪违法的行为才能越来越

少，基层党组织才能更好地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真正为民办好事。4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有段著

名的台词：“金子!……可以使黑的变

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

的，卑贱变成尊贵……”金钱的力量

竟如此大！

唐人张固《幽闲鼓吹》中记载这

样一个故事：张延赏发现一大案有冤屈，命令属下缉

拿真凶，要在十日内结案，第二天却在办公桌上看到

一张纸条：“送你三万贯钱，别管此案。”张大怒，严令

属下快办。第二天，又收到纸条，价码到了五万贯。

张更愤怒，要求两天内出结果。又收到纸条，只几个

字：“十万贯！”张就不过问案子了，子弟问其原因，他

说：“钱已经送到了十万，可以通神了，没有办不到的

事。怕祸及本人，不得不接受了。”

大概就是由此则笔记，才有了“钱可通神”这个

成语。金钱从根本上说，是商品交换的等价物。当

其用于权钱交易，腐蚀公平正义，就发出邪恶的幽

光。到现在，钱可通神还被一些人信奉，钱被用来买

官、买法，“有钱能使鬼推磨”，鬼影森森，的确让人不

安。

但钱的力量，遇到“清操厉冰雪”的坚贞之士，就

变得不值一哂。杨震却金，疏广散财，再多的钱也难

以撼动他们的为官原则、做人本性。但这样的人毕

竟不多，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就是因为少。更多的

人是“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扬其波”，在那样的情况

下，仅靠个人的力量，希求“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并

不现实。所以，要让正义得伸，钱神却步，还得寻求

更大的力量。

一个纪委的干部曾对笔者说：“一个小科员，咋

能把手眼通天、腰缠万贯的高官拿下？靠的是组织

和制度的力量。我们身后有党组织，有各项法律制

度。”近日，看《打铁还需自身硬》，更真切地感受到这

种力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着公平正义，什么邪

恶的力量敢撞过来，注定头破血流。2
（吕志雄）

雾霾天学校不按规定停课，西安一名学生向当地教育部门举
报。旋即，该校教师已锁定举报人，与其进行“谈话”。4 图/王铎

力量

送温暖也当“对症”

别让高额彩礼绑架幸福
俗话说量体裁衣，看

菜吃饭，盲目攀比的彩礼

之风，往往非但不能增添

幸福，反而埋下不安定的

隐形炸弹。

激活村支部纪检委员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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