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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骑摩托车闯红灯，撞上奔驰车，高达 2万多

元的维修费让老汉傻了眼。现场多次拨打电话借

款无果，老汉急得要下跪，奔驰车主见状动了恻隐

之心，免去老汉的赔偿责任。此事发生在福建泉州

南安洪濑，被报道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多数网友

盛赞奔驰车主的善意举动，但也有不少网友提出，

车主此举容易产生“纵容违规”的反效果。（据2月
16日《泉州晚报》）

奔驰车主的行为的确是善意之举，但在笔者看

来这只是小善，虽然能免去肇事老汉的赔偿责任，却

无法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只有让“不遵守规则就

必将付出代价”的观念深入人心，僭越规则的行为才

会越来越少，这样才能形成人人遵守规则的良好氛

围，确保每个人的正当权益得以维护。明确规则的

重要性，这才是最大的善意之举。6 （夏熊飞）

□归欣

网民林某 2 月 13 日晚被警方带

走，想必这个情人节会让她终生难

忘。

喜欢美食是人之常情，随手一

晒也无可厚非。比如笔者的朋友圈

里，就有人天天花样晒美食，菜上齐

了 不 拍 照 不 动 筷 的 ，更 是 大 有 人

在。但像林某这样，明知道吃的是

国家保护动物，还敢拿出来发“炫耀

帖”的，恐怕屈指可数。真不知道是

该佩服她自我举报的勇气，还是该

心疼她脑子进水的智商。

“穿山甲公主”结局如何？会不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她那些“饕餮

同伴”们何时归案？目前都是个未

知数。但作为近几天的焦点人物之

一，除了给吃瓜群众提供谈资，“公

主”还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

其一，网络绝非法外之地。微

博、微信、直播……这几年我国社交

网络平台的发展，用一日千里形容

都显略慢。这为以年轻群体为主的

网民，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提供了

更大更广阔的舞台，但当“随心所

欲”逾了矩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从

早些年的虐猫虐狗，到去年的不雅

视频不雅照，再到今年的吃穿山甲

补到流鼻血，总有人觉得网络是自

家 的“ 自 留 地 ”，发 什 么 都 不 用 负

责。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

为，警察叔叔会告诉他们，不管是在

线上还是线下，违犯了法律，必定要

付出代价。

其二，法律威严不容藐视。从

大学生掏鸟蛋被捕，到天津大妈摆

气枪摊获刑，再到“穿山甲公主”晒

微博被带走，此类在前些年的人们

眼中“不算个事儿”的事，最后竟都

成了犯法的事，于是有人感慨“法律

管得越来越细、越来越严了”。殊不

知，这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

中之义。让法律越来越细，遍布社

会的每个角落，才能有法可依，更有

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

进公平正义；让法律越来越严，凡肇

其因必承其果，才能违法必究，更有

效约束社会大众的日常行为，增进

社会和谐。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胡吃也

好，瞎拍也罢，一旦逾越法律的红

线，也许躲得了一时，终究逃不过一

世。让我们的一言一行在法律的框

架下进行，才能求得社会生活的最

大公约数，也才能让更多的人获得

真正的幸福感。6

刚过去的情人节，支付宝推

出了一款新品“恋爱保险”。自

购买之日起 3年以后，在 13年内的任意一天，购买人

与指定心上人领取结婚证，即可获得祝福金和超过

投保金额二十倍的赔付金。

超过九成的情侣恋爱 3年后都会分手，“恋爱保

险”的成功概率不到两成，比创业成功的概率还低。

在有精算师把风险算得一清二楚时，仍有上万人购

买“爱情保险”，这事说明一个道理：吃定特定人群的

消费心理，市场自然不用愁。这也是腾讯即将对微

信公众号实行收费阅读的底气所在。

伴随着“心灵鸡汤”的异化，微信用户对货真价

实的内容渴求愈发强烈，罗辑思维、分答、喜马拉雅

等付费阅读的大受欢迎便是明证。更重要的是，当

信息爆炸的烈度和广度随着媒介工具的丰富而不断

加剧，“付费阅读”无疑成为信息爆炸下的“过滤

器”。在这种趋势面前，腾讯要对微信公众号实行收

费阅读，可谓顺势而为。

走在变化的前列，才能挺立潮头；用市场思维才

能把事业做大，否则，即便是好事也难以做好。把那

些“名不惊人死不休”的中药名字改掉，本是好事。

但是“中成药一般不应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

名”的这种规定，是不是有些“官僚主义”呢？“假如云

南白药需要改名，那么云南白药 115 年树立起来的

品牌、声誉、公众认知或将坍塌，预估损失将超过

100 亿元。”专家这话值得中药改名意见征求稿的起

草者们深思。毕竟，在中国像云南白药这样的老字

号药企有很多，如此一刀切当属用行政手段和市场

打交道了。3 （丁新伟）

据《重庆晨报》报道，日前重庆市民王先生在沙坪坝一家餐馆
就餐时，原本点的是一只鸡，却吃出来了10个鸡爪子。来到后厨，
王先生发现自己先前点的那只鸡还活着。6 图/王铎

恋爱保险
与付费阅读

明确规则最重要

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在“大数据”、“政务

云”、“智慧城市”等现代

信息技术支撑下，简政放

权、优化服务，促进政府

职能转变，推进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为群众工作生活提供

贴心服务。

“穿山甲公主”启示录

众
议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中岳观察

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画中话

04│评论 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丁新伟 邮箱 zysp116@163.com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近日，一则“居民异地办理身份

证不用回户籍地”的消息广为传播，

记者核实得知，目前河南已和 26 个

省市区实现了身份证异地办理，为

长期外出工作、学习、生活的群众，

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此外，目前

河南省内跨省辖市、直管县也可异

地办理身份证。（据2月16日《大河
报》）

从去年 7 月 1 日起我省与 9 省

市“结对”互相开展居民身份证异地

办理业务，到今天已经和全国 26 个

省市区实现身份证跨省异地办理，

我省实施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的效

率可见一斑，这项重大改革也成为

我省公共服务便利化的一个标杆和

缩影。

曾几何时，“办理准生证需盖章

签字 40 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

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河北

小伙往返老家 6 趟、累计行程 3000

多公里仍没办成证”等新闻接二连

三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证件满天

飞、办证跑断腿、材料一箩筐也被称

为办事“三大难”。于是，全国范围

内的行政职能转变拉开了序幕，单

就身份证问题来说，2015年 8月，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式审议

通过了《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

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

见》。一年多来，全国 31 个省区市

在已实现省内异地办理的基础上，

在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均已开

展对其他各省区市身份证的异地办

理工作，目前累计异地办理身份证

近 500万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大流

动，身份证作为人们工作生活必不

可少的证件，其到期、丢失后能够迅

速换补领的公共服务，就成为对政

府部门服务意识和职责担当的一项

考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

需，我有所为。身份证快速实现异

地办理，体现了公安机关到改革深

水区“啃硬骨头”的诚意与勇气，也

展现了政府部门行政职能改革的效

率和水平。

当然，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只

是提升服务意识，打造服务型政府

的具体表现之一。事实上，在“身

份证异地受理”之外，尚有“社保跨

省存续”、“医保即时结算”、“信息

公开”等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项目需

要雷厉风行地推进，需要有关部门

打破小团体利益，本着“信息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原则，多借助互

联网的便利，多接受技术平台的帮

助，在“大数据”、“政务云”、“智慧

城市”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简

政放权、优化服务，促进政府职能

转变，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为群众工作生活提供

贴心服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拿

“政务云”来说，就是利用云计算技

术对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进行精

简、优化、整合，以促进跨地区、跨

部门、跨层级数据资源共享，使政

府公共服务流程得以创新优化，群

众办事更为方便。当今社会信息

技术如此发达，只要相关部门秉持

一颗为民服务的心，矢志建设服务

型政府，就能借助技术的力量，既

降低行政成本，又提高行政效率，

更能为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

服务。6

2017年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赛
2月 15日在北海进行了第二阶段排名
赛第二轮角逐，各个组别的冠亚军决赛
队已经产生。在高中甲组比赛中，夺冠
大热门人大附中被河南省实验中学队
所淘汰，爆出冷门。河南省实验中学的
初中队还在初中组半决赛中以2比1击
败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队，闯入决赛。
河南省实验中学在本次中学生协会杯
上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而在高中乙组的半决赛中，郑州市
第二中学队与延边第一中学队苦战80
分钟互交白卷，遗憾的是在点球决战中
7比 8负于对手，未能闯入决赛。石家
庄二中实验学校队以2比0取胜灵武市
第一中学队，闯入决赛。这样，两个组
别的冠亚军决赛均将有来自河南郑州
的队伍：河南省实验中学VS福建省厦
门第二中学（高中甲组）、河南省实验中
学VS北京市回民学校（初中组）；高中

乙组和初中组的季军战也都有河南郑
州的球队：灵武市第一中学VS郑州市
第二中学、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VS郑
州市第二中学。

不能不说，河南郑州目前的校园足
球开展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校足办）

校
园
足
球
之
窗

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体育 责任编辑 李悦 黄晖

本报讯（记者 李悦）2月 16日，记者从河南省足协获悉，第
十三届全运会足球项目的分组抽签业已揭晓。在男子足球20
岁以下组、男子足球18岁以下组、女子足球成年组、女子足球
18岁以下组四个组别中，河南将参加除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的其余三个组别的较量，其中作为第一档次球队的河南女足18
岁以下青年队，将率先于3月份登场亮相。

在上届全运会上，由门文峰率领的女足青年队获得了亚军
的极佳战绩，这也给这次的分组抽签打下了良好基础。作为女
子足球18岁以下组第一档的种子球队，河南青年女足被分在了
山东赛区，同组的还有解放军队、山东队、广东队以及山西队，应
该说在这一小组中，河南青年女足面临着不小的出线压力，毕竟
无论是解放军队、山东队和广东队都是实力不弱的硬茬子，因此
3月14日首战山西的比赛，河南青年女足必须拿下。女足青年
队预选赛之后，河南男足18岁以下青年队就将于4月份出征，
作为第四档的河南青年男足，在重庆赛区，将与浙江队、吉林队、
重庆队和云南队依次较量。

实际上，在出征全运会足球预选赛的三支河南球队中，由门文
峰率领的女足成年队最有出线希望，虽然在这次分组抽签中，她们
只是作为第三档次的球队被分在了江苏赛区，但这支河南队就是
上届全运会青年组亚军的主要班底，其实力不容小觑。不过，在江
苏赛区，河南女足面临着江苏、北京以及解放军三支强敌，因此5月
份的这场预选赛，对河南女足来说，场场都是硬仗。⑥9

17年前，李安执导的武侠动作电影《卧虎藏龙》全球热映
……今年，由体彩顶呱刮推出的“卧虎藏龙”新款主题即开票，将
全新演绎经典，续写不一样的传奇！

本次上市的“卧虎藏龙”主题即开套票，共有5元、10元、20
元三种面值。票面设计色彩浓郁、霸气美观，“虎头”、“龙头”标
识跃然于票面正中。

5元面值票，共有8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10万元；10元面
值票，共有16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30万元；20元面值票，共有
24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100万元。春季大作“卧虎藏龙”即将
从荧幕走进现实！小伙伴们，快快亮出你的“青冥宝剑”，去挑战
体彩顶呱刮“卧虎藏龙”大奖吧！ （迎辉）

□本报记者 李悦

2 月 15 日 ，据 俄 罗 斯 媒 体
《Footballtop》报道，效力于俄超克
拉斯诺达尔的巴西前锋阿里已经接
近加盟河南建业，据说，建业方面已
为这位 31岁的前锋开出了高于目
前三倍年薪的报价，而阿里也已经
同意在这份年薪300万欧元的合同
上签字。对于这则外援转会传闻，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建业方面有关
外援引进的负责人，他对阿里一事
予以了否认，不过在谈及俱乐部外
援引进的人选时，该负责人不肯透
露任何有用的信息，即便目前正随
建业队训练的叙利亚队队长萨利

赫，他也没有确认，该负责人的态
度，也为建业扑朔迷离的转会形势，
又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实际上，这两个赛季，随着建业
俱乐部高层的大换血，俱乐部在运
营、引援的有关事务上就开始神秘
起来，任何事情不到最后时刻，绝不
向外界透露一丝消息。在这上面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球队核心伊沃的
转会，此前对于建业和伊沃的续约
问题，无论各路记者怎样打探，所得
到的只有进展顺利这一个官方答
复，直到北京人和官方宣布与伊沃
成功签约，建业方面才急匆匆地发
布了一则事态说明。虽然，建业方
面认为伊沃仍有合同在身，提前转

投他人殊为不妥，但几番扯皮之后，
依然没能挡住伊沃离去的步伐。

伊沃转会之后，建业俱乐部的表
现就更加低调了，几乎所有的引援信
息全部来自外国媒体的“出口转内
销”。不过，建业俱乐部如此低调也
可以理解，在其他中超土豪俱乐部肆
意抬价的今天，要想找个物美价廉的
外援太难了，没准稍有消息走漏，就
会给俱乐部的引援造成重大损失。
眼瞅着其他中超俱乐部左一个大牌
儿右一个大腕儿，望眼欲穿的建业球
迷也只能苦忍着，唯一的心理安慰，
就是俱乐部的“淘宝”能力还不错，没
准今年建业又能“捡漏”，拾到一个像
伊沃这样的好球员呢？⑥9

全运会足球预赛分组抽签揭晓

河南女足青年队率先出征

顶呱刮推出“卧虎藏龙”

建业引援扑朔迷离
如此神秘为哪般？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6~2017赛季
中国排球联赛全明星赛票选活动，目前已
经进入最后的首发票选阶段，河南天冠男
排队长焦帅成为南、北明星队 48名男、女
球员中唯一一名河南队员。

全明星赛将于2月 26日在深圳举行，
采用南北对抗赛形式，票选分为初选、复
选、终选三阶段。经过第一阶段的球迷票
选和第二阶段的主教练挑选，南、北明星队
各24人的名单已出炉，两队均由12名男队
员和12名女队员构成。终选阶段的男、女
各7名首发，将由球迷通过“12选7”的票选
确定。河南男排二传焦帅（右上图9号），
目前得票在北方 12名男队员中排名第十
一，进入本次票选初选的河南男排主攻崔
建军、副攻李渊博以及河南奥瑞克电梯女
排主攻梅根、副攻李伟伟、接应墨菲，均未
能进入终选。

河南男排本赛季仅以C值（胜负局比

值）的微弱劣势，遗憾地排在第六名江苏队
之后名列第七，离“争六”目标一步之遥，但
全队整个赛季的发挥仍可圈可点，主力球
员的状态及核心作用令人印象深刻。其
中，出生于 1984年的老国手焦帅，更是对
新老结合的河南男排的成长贡献良多。河
南球迷请再加把劲，点击 http://sports.
sina.com.cn/z/pickstars2017/,让咱男排
功臣跻身首发！⑥11

这就是与建业传出“绯闻”的外援阿里

河南校园足球扬威中学生足协杯 排球联赛全明星赛票选

焦帅入首发 投票靠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