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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出书处”开发为何迟迟不动 “凡事趁早”勿揠苗助长

莫让“伪劣农资”坑农害农

□本报记者 刘新平

从洛宁县城西行约20公里，是全长
442.5公里的洛河上下游分界处，也是洛宁
县历史上的长水县县城所在地，即今天的
长水乡西长水村，此处就是“洛出书处”。

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洛书的付少武
先生，讲述了“洛出书处”的传说：相传大
禹治水成功时，有灵龟自洛水出，背上排
列成“戴九履一，左七右三，二四为肩，六
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这就是洛书。
大禹得之而反复琢磨，最后依此划天下为
九州，又依此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
法，即《尚书》记载的“洪范九畴”。

付少武说，洛书是河洛文化的重要
标志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洛书”
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一画开天
地，一点定九州。”洛书用九个数字排列
组合为一个正方形。其纵横斜每条直线
上的3个数字和均等于15。9个自然数
的组合，形成了华夏历史上影响深远的
九宫图。其奇妙结构和无穷变化令中外
数学家为之叹服。数学家华罗庚就对洛
书非常推崇，并称：“洛书可能作为我们
和另一个星球交流的媒介。”

付少武介绍，洛书开了幻方世界的先
河，成为组合数学的鼻祖，它还广泛应用于
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长期以来，其已成为

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规划模式。洛书的产
生，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是中华民族原
始文明的渊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
用洛书来解释《尚书洪范》的来历。它是人
类最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2014 年 11 月份，洛书被国务院批
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东方
与西方，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交融与
汇通，河洛文化之源的“洛出书处”，早已
演绎为中外专家学者们追宗探源、寻根
问祖的圣地。博大精深的“河图洛书”已
经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洛
书”已成为洛宁的名片。

据了解，近年来，洛宁县委、县政府，
长水乡党委、政府对开发“洛书”文化也
非常重视，不断对外进行招商引资开发

“洛书”文化。长水乡党委、政府还成立
了“中华洛书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项
目”开发领导小组，计划要把“洛出书处”
开发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古迹和山水风
光俱佳的旅游胜地，达到抢救历史遗产、
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加快当地
经济发展的目标。

但是，笔者在当地采访时，村民段某
告诉笔者，“洛书出在我们洛宁西长水，
是我们村的骄傲。为了支持乡里的景区
开发，我们全村人舍小家为大家，按照乡
里的要求，于 2015年 4月 1日全村 220

多户村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搬迁。650多
口人从宽阔、安静的独家院搬到了嘈杂、
拥挤的小区。”

搬迁完毕之后，县、乡招商引资引来了
洛阳木兰集团投资开发，并于2016年1月
16日举行了“中华洛书苑国际文化旅游度
假区项目”奠基仪式，在奠基仪式上该集
团负责人宣布投资80亿元建设此项目。

段姓村民说，得知这一消息，全村人
高兴得奔走相告，合不拢嘴，都说这回

“洛书”开发动真格啦，我们村里人出门

更光彩、骄傲了……可谁知，仪式结束
后，开发工地现场一直冷冰冰的，再也不
见开发商的踪影。

为此，村民们议论纷纷，有的村民到
乡里找乡领导，有的甚至到县、市反映问
题，若不开发，要求政府归还村民被拆迁
的房屋和征用的土地。之后，于同年11
月14日，该集团又在该村举行了一个规
模浩大的开工仪式。开工仪式之后，当
日下午来了班施工队，两台推土机，将拆
迁过的房屋土地进行了平整。可施工没
几天，施工队不知何故又撤出了工地。
此后，工地再无动静，至今该集团也没实
质性的开发举措。

为此，村民们无不担忧，这也成了周
边群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一位姓刘的女士对笔者说：“‘洛出
书处’开发究竟何时才能真正动工？村
民们心里都没底。房屋被拆迁，土地已
平整，现在住到嘈杂、拥挤的小区，没有
地种，连吃饭也成了问题。真不知道，未
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记者电话采访了洛宁县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该同志介绍说，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洛出书处”项目的建设
和开发县里非常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
该项目停滞了一段时间，最近县里调整
了项目指挥长，近期将开始施工。6

□伊一芳

目前，寒假刚过，学生们又开

始了紧张忙碌的学校生活。然

而 ，很 多 学 生 的 寒 假 也 并 不 轻

松。据报道在辽宁辽阳，本该 30

多天的寒假，一些中学缩水到只

有约 20天。山西高平某中学开设

了“空中课堂”，要求学生必须守

在电脑前看直播——各科老师轮

番讲解寒假作业。

我们经常引用一些名言，比

如“出名要趁早”“不能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凡事趁早”的思维

加剧了现实中的教育焦虑，而教

育焦虑的蔓延又反过来助推“凡

事要趁早”思维的流播。在这种

群体性焦虑的氛围中，很多家长

身不由己地被推着往前走，有的

甚至慢慢丧失理智，只顾埋头快

跑，顾不上抬头看一眼前方。一

些基层中小学也和“禁补令”玩起

了捉迷藏。

曾有人调侃当代中国的教育

模式：“幼儿园学习小学的课程，

小学学习中学的课程，中学学习

大学的课程，大学却才开始学习

本该幼儿园里学习的诚信和责

任。”这番看似打趣的言论，可谓

对中国教育“凡事趁早”思维的一

个精辟总结。

“凡事趁早”本没错，比如趁

早养成好习惯、趁早懂得孝顺父

母、趁早学会感恩，这都是美满人

生必不可少的“趁早”，但将其绝对

化了，特别是在孩子教育方面也坚

持“凡事趁早”，就会导致违背教

育规律，发生揠苗助长的悲剧。

与王安石笔下的“伤仲永”类

似 ，现 代 版 的“ 伤 仲 永 ”何 其 多

也！沈阳某大学曾经录取过一名

“神童”——高考成绩超分数线 60

分、年龄却只有 14 岁的王思涵。

据报道，他小学只读了三年，然后

用 4 年时间完成了初、高中 6 年课

程。中学期间，他每天连吃饭时

也是看书的，只能休息四五个小

时……但不幸的是，“神童”王思

涵却因为多门成绩零分，后来被

学校“责令退学”。央视《新闻调

查》栏目也曾播发过神童魏永康

独特的成长经历——魏永康 13岁

以高分考上重点大学，17 岁考上

中国科学院的硕博连读。不料 19

岁时，魏永康因生活自理能力太

差，知识结构不适应而退学。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认为：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

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

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

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数千年

前的教育典籍《学记》中说：“学不

躐等也”，意思是学习要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由简到

繁，不能跳跃。这些说法，非常契

合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

反观现实，在“凡事趁早”的

思维激励下，神童们的智力水平

也许远远超出了他的生理年龄，

但心理发育远不成熟；加上从小

到大一直生活在光环下，尤其是

他们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过度

关注和褒奖，人为掐断了他们正常

地从少儿到青年的成长规律与周

期，一帆风顺地在人工“温室”里长

大，所以遇到挫折自然会出现抵触

情绪，这样的揠苗助长，对孩子们

的成长其实是一种摧残。

有专家指出，教育是慢的艺

术，需要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是

啊，生活中我们经常听说有人用激

素来催熟蔬菜水果，以“凡事趁早”

的名义揠苗助长，岂不是和催熟水

果蔬菜一样？难道我们也要将催

熟的孩子像坏掉的水果一样“倒

掉”吗？6

近日，笔者在乡下老家与一位农
民大伯聊天。当聊起农资话题时，大
伯顿时气愤了起来。他告诉笔者，去
年年初，他从一上门推销萝卜籽的商
贩手里购买了两大包所谓的新品种
萝卜籽，以为来年会有一个好收成。
不想种了近一亩地的萝卜却光长叶
不长萝卜，最后只得全部拔掉了之，
损失数千元钱。大伯说，从那次教训
以后，他买农资都是到正规的农资商
店里购买，既有保障，又让人放心。

眼下，春耕生产已经开始，农资
市场也日趋兴旺。然而近年来，每到
春耕备耕来临之际，一些不法分子便
趁有些农民朋友辨别能力差、急需农

资之机，把一批批假种子、假化肥、假
农药等伪劣农资混入农村市场，坑害
农民朋友。加之我们有少数农民朋
友贪图便宜，又不懂相关的农资知
识，从不法商贩手中购买了伪劣农
资，往往导致辛辛苦苦种下的作物颗
粒无收，不但损失了钱财，而且也影
响了一季的作物，损失惨重。

有鉴于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
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督、检查和管
理力度，别让伪劣农资混入农村市
场坑农害农。同时，也提醒广大农
民朋友切莫贪小失大，盲目抢购非
法经营的各类农资，以避免造成不
应有的损失。6 （叶金福）

2月25日，记者在郑州城郊铁路双
湖大道站看到，位于龙湖大道东西两侧
的出入口处的路边，几十辆三轮摩的排
成一条长龙等待拉客。

经常在此乘车的张女士说，几乎每

天都有一些等客的三轮车和摩的停在
路上。据了解，由于城郊铁路小乔站尚
未开通使用，小乔村以及小乔站附近居
民乘坐地铁只能在双湖大道站或者华
南城西站下车前往目的地，如此一来，

在站口处就聚集了许多拉客的三轮摩
的。

每当有市民出站，三轮摩的车主就
冲着人群吆喝拉客。有些拉到乘客的
三轮摩的在道路中间直接调头行驶，影
响了龙湖大道由南至北通行车辆的正
常行驶，非常危险。有关部门应当管一
管。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随着电商的飞速发展，网购
已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
而，塑料袋、透明胶带、纸箱和空
气囊等快递包装材料，已成为当
前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如
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大力推
广绿色快递，是当前电商发展亟
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快递包装之所以过度超标，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取悦消费者的需要。当前网
购升温的环境下，商家竞争十分
激烈，为了取悦买家，很多网店快
递包装呈现“高端大气上档次”，
包裹几乎都采用塑料泡沫纸板作
为外层包装盒；二是追求利益最
大化所至。为了降低成本，许多
从化工垃圾、医疗垃圾和生活垃
圾中回收的再生料，成为一些小
型厂家生产快递包装袋的原料；
三是纯人工分拣和多环节运输所
至。快递业务量每年都是成倍增
长，而商品分拣环节基本上还是
靠人工完成，为达到防水防潮防

尘防破损的目的，就大量使用超
出行业标准的包装材料。

鉴于此，笔者建议,一要建立
健全依法监督管控机制。对超出
行业标准的快递过度包装问题，
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从法律法规
层面进行依法管控，明确细化电
商货品的包装技术标准，出台相
关文件依托行业监管协会等组织
约束卖家及快递企业；二要引导
探索包装材料循环利用。物流运
营商应在快递包装上自觉杜绝浪
费，实施行之有效的回收利用措
施，鼓励快递企业回收包装箱，做
到二次利用；三要推广智能化分
拣和预约送货服务。尽快研制物
流智能化分拣系统，改变货品分
拣基本靠人工的现状，大幅度减
少快递过度包装现象。同时，利
用线下实体连锁店的优势，推广
网上预约送货服务，可实现网店
与实体店的双赢，又减少了重复
投递，节约了成本。6

（刘韬）

近日，某乡政府向全乡人民公布了新
一年的十大“民生工程”。不想，许多老百姓
却对这十大“民生工程”并不在乎，反而在私
底下议论纷纷，牢骚满腹。究其原因，是
因为这些所谓的“民生工程”事先并未向
老百姓征求过任何的意见和建议，而是由
政府部门“内定”的。笔者不禁在想：既是

“民生工程”，何不事先问问老百姓呢？
近年来，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在年初都

要向老百姓公布一批“民生工程”，应该说，
这些公布的“民生工程”，有相当一部分确
确实实是想老百姓之所想，老百姓所盼的
实事，是很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和好评的。

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也有少数所
谓的“民生工程”却并非是老百姓所乐意

接受或认可的。有的“民生工程”，实际上
是“形象工程”，不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而且还成了“扰民”工程；有
的甚至干了一大半才发现根本就是“废品
工程”，结果往往成了“半拉子工程”。

笔者以为，有些所谓的“民生工程”之
所以不能成为“民心工程”，主要原因在于
有关部门没有做到事先“问民”。在确定

“民生工程”之前，不妨先深入到老百姓当
中去，走一走，问一问，多方征求老百姓的
意见和建议，广泛发挥老百姓的聪明才
智，集思广益。相信，这样最终确定的“民
生工程”，不但老百姓满意，而且老百姓也
会全力支持，从而使“民生工程”真正成为
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6 （廖卫芳）

“民生工程”莫忘先“问民”

推广绿色快递减少新污染

社会视点

议论风生议论风生

连线基层

直击现场

‘洛出书处’开发究竟何时
才能真正动工？村民们心
里都没底。房屋被拆迁，
土地已平整，现在住到嘈
杂、拥挤的小区，没有耕地
种，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真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该
怎么办。”

洛宁县长水乡村民刘女士

管一管地铁口摩的长龙

地铁口外经常排起摩的长龙

摩的占据了公交车站的位置

乘客在与摩的司机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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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前哨

受产权持有单位委托，定于2017年3月30日10时在商丘市宇航路与睢阳
大道交叉口东北角临街12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坐落在商丘市民权县冰熊大道1
号（原河南冰熊冷藏汽车有限公司院内）的4栋房产，建筑面积10824.14平方
米。包含科技楼1座（三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4198.60平方米），多功能厅1座
（两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2405.94平方米），职工宿舍楼2座（四层砖混结构，建
筑面积2*2109.80平方米）。详细情况请查阅《拍卖标的（4栋房产）情况说明》
及《评估报告》等有关资料。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200万元（收款单位：商丘市豫东产权交
易中心 开户行：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振商分理处 账号：3425 0351 7000
0009 8 以实际到达账户为准），于2017年3月29日16时前到商丘市文化路城
信大厦四楼商丘市豫东产权交易中心办理报名竞买手续，竞买不成，全额无息
退还保证金。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2017年3月29日之前在上述地点
电话：18303890580 13937042678 18736838991
网址：http://www.sypmh.com
国资委监督：0370—3289016
工商监督：2785313 商务监督：2560802

商丘市睢阳区拍卖行
商丘市豫东产权交易中心

2017年2月28日

拍卖公告

2月 20日，笔者从台前县总结表彰大会上获悉，濮阳台前县供电公司被
台前县委、县政府分别授予“特别贡献奖”“综合考评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
号。其中2016年度经济发展特别贡献奖记三等功，奖励20万元，为台前县
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 年，台前县供电公司全年完成供电量 4.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6%，首次突破4亿千瓦时；综合线损率完成6.95%，应收电费全额回收；其
他指标均完成省市公司目标计划。至 2017年 2月 7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5201天。连续三年被市公司授予“双文明先进单位”；连续三年被县委、县政
府授予“台前县重点工作综合考评先进单位”，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台前
县电网建设提速增效，该县为全省唯一光伏扶贫县，争取省公司配套资金
350万元，使台前县成为豫北首个光伏入网县，得到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
高度认可。供电服务持续提升，全面提升客户咨询、故障报修等服务效率。
安全生产平稳有序，消除各类设备隐患1851处。在客户层面，组织续签低压
供用电合同12.5万份，张贴产权分界点标识3万份；成功应对高温负荷、夏季
风灾等考验，圆满完成迎峰度夏等各类保电任务。

（张红娟）

台前供电被县政府授予“特别贡献奖” 近日，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组织各生产单位员工和“三种人”分批分次进行
安规考试，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安全生产水平。该公司高
度重视此次考试，考试内容以《安规》为主，提前下发2017年审考试通知，制定
了严格的考场纪律、考试要求和考核办法。考题共分填空、选择、判断、问答、案
例分析五种题型，采用闭卷形式考试。通过与岗位相结合，分配电、变电和线路
三部分，把每年必考的安规与员工从事的工作紧密相连，提高了员工学习和掌
握安规的积极性，确实解决了“要我学安规”到“我要学安规”的问题。通过本次
安规考试，有效增强了该公司员工学安规、守安规、用安规的自觉性、积极性和
主动性。 （崔继洋）

西峡公司：新年第一考把好安全关

分类信息
通 知

李青山、李静滨同志：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第四章第十五条规定，因联系不到你们
本人，希望于此通知见报后15个工作日内到单
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到，单位将按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理。 河南省直属机关第一门诊部

注销公告
河南象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101000122224，经股东决定特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经典建设有限公司苏雄念遗失一级建造

师证书，注册证书编号：00071591，注册编号：豫
144060804761，发证日期：2008年 2月 5日，声
明作废。

▲河南隆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永杰，一级
建造师注册证书，资格证书编号：0150195，注册
编号：豫 141060700677，证书编号：00023643
丢失，声明作废。

▲吴盼盼，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畜牧
专 业 ， 毕 业 证 丢 失 ， 编 号 ：
104691200906000124，声明作废。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宋伟，毕
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65412801023520223，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