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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近日，宜家家居正式落户郑州

并计划于 2018 年开业的消息不胫

而走，郑州的宜家拥趸，很快将告

别“宜家代购”的历史。预计项目

建成后，每天人流量可达 4 万到 5

万人。（据6月14日本报报道）
作为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零

售商，宜家落户郑州意味着什么？

消费的便利、产业的带动，自

然是题中之义。根据报道，位于惠

济区的宜家商场将以超市形式，零

售家居用品、日用百货、文化及体

育用品等，提供餐饮服务，提供咨

询和包括安装维修在内的售后服

务，这将为郑州的商业发展尤其是

家 具 家 居 行 业 发 展 注 入 新 的 动

力。作为一家集设计、生产、物流

配送、销售、售后服务等于一身的

跨国大型企业，宜家落户郑州，必

将对周边产业产生一系列联动效

应，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

宜家落户郑州，传递着一个信

号：郑州城市影响力的扩大。宜家

目前在国内 17个城市运营着 21家

商场。这 17 个城市中，既包括北

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包括天

津、杭州、成都这样的城市新贵，郑

州周边的武汉、西安，也在宜家的

布局范围之内。由此即可看出，宜

家商场版图所及，要么是叱咤风云

的超级都市，要么是冉冉上升的明

星城市，郑州能够吸引宜家落户，

充分说明在目前的城市竞争格局

中，郑州已经进入较高层级。这种

局面，与有些学者所言的内陆省会

城市正进入强势崛起时代的观点

不谋而合，契合以郑州为龙头的中

原城市群日益隆起的态势。

在消费领域，商业品牌选择城

市和具体店址时，往往会针对城市

当下的消费力和未来潜力展开充

分研究后作出决定。一线商业品

牌的进驻数量，不仅体现着一个城

市的消费活力，反映着一座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更衡量

着一座城市的档次。就像哪个路

段有麦当劳、肯德基，就基本可以

判定哪里是商业热点地段一样，哪

个城市有宜家这样的商业品牌，也

基本上体现着这个城市的“成色”

和档次。前段时间《第一财经周

刊》发布的《2017 城市商业魅力排

行榜》，依据最新一年的 160 个品

牌商业数据等指标，对中国 338 个

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排名，郑州跻

身 15 个“新一线”城市之列。宜家

落户郑州，乃是郑州的城市实力使

然，同时也提升着郑州的城市档

次。

宜家的落户，也是郑州人口结

构升级的一个注脚，是郑州中产群

体正在崛起的又一例证。宜家能

有冠居全球的销售增长速度，在于

其简约纯净的设计风格和生活风

尚，优质、时尚、环保、高效的产品

理念，与中产的趣味“一拍即合”。

宜家售卖的，不仅是一件件家具，

更是一种简约清新舒适的生活方

式。宜家商场瞄准的，也正是一座

城市不断壮大的中产群体。

按照 2016年的数据，郑州 5年

间净流入人口达185万，10年间“长

大”70%，距离千万人口仅有一步之

遥。腾讯大数据发布的《2017全国

城市年轻指数报告》显示，郑州城

市年轻指数全国第四。这都表明，

伴随着郑州人口的急剧增长，郑州

的中产群体在不断扩大，像宜家这

样被视为中产消费品牌的商家，自

然在郑州抢滩落子。６

□冯军福

近日，微信辟谣小程序正式上

线。用户不仅可以搜索分辨谣言，

还能收到阅读或者分享过文章被

鉴定为谣言的提醒。网友对此是

一边倒地支持：“微信这一新功能，

将让全国老年人目瞪口呆”“拯救

家庭群就靠你了”“快转给爸爸妈

妈”。亦有网友直言，“网络环境真

该净化了”，并强烈希望“微博也应

该跟进”。

如今，海量信息在微信平台上

流动，大量谣言随之不断滋生。很

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自从爸妈使

用微信后，朋友圈就被他们霸屏

了，“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吃”等

耸人听闻的消息不断被转发，明明

一眼就能识破，但他们依旧抱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态，乐此

不疲地转发分享。辟谣小程序上

线后，很多网友纷纷点赞支持，感

慨再也不用担心爸妈被网络谣言

忽悠了！

网络谣言之所以屡禁不止，在

于很多网络谣言善于巧妙伪装，打

着“养生”“健康”的幌子蛊惑人心。

此外，谣言何时发生、内容是什么等

不确定性因素，让真相跑在谣言后

面，显得很被动。在治理网络谣言

时，我们又往往侧重于事后惩治。

除了制定法律法规，如何利用技术

手段实现及时辟谣、精准辟谣，疏堵

结合，也是当务之急。虽然网上有

不少辟谣平台，但由于用户量少、影

响力小，辟谣效果大打折扣。

拥有庞大用户群的微信研发

出的辟谣小程序，对网络谣言杀伤

力巨大。一是及时，在辟谣小程序

的页面上，最新的谣言及辟谣信息

会被归纳展示出来，从而让用户一

目了然；二是精准，每当用户阅读

或转发有谣言信息时，小程序都会

自动提醒，在小程序的“与我相关”

里还可以看到自己收到辟谣提醒

的整体情况；三是权威，微信联合

了一些权威的第三方机构，以确保

辟谣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辟谣小程序的这“三招”，精准

地戳中了网络谣言的“命门”，可以

随时随地对网络“杀菌消毒”。小

程序能否成为“辟谣神器”，取决于

其关注度和活跃度。目前小程序

的辟谣信息数量还较少，并不能保

证所有谣言都能在该程序上被搜

索到。因此，辟谣小程序也面临成

长的烦恼，需更多“辟谣专家”加

入，需要更多用户来参与维护。人

人打假，天下无假；不信谣不传谣，

天下无谣。６

据《法制日报》报道，以免费鉴定藏品为名，吸引客户洽谈出售事
宜，然后虚构各类海外拍卖会，向客户索取服务费用……日前，合肥
市蜀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一个在收藏界颇具影响的诈骗案。令人唏嘘
的是，41名被告中近半数接受过高等教育。６ 图/吴之如

宜家落户郑州意味着什么
宜家的落户，不仅说明

郑州在城市竞争格局中进入

了较高层级，也表明郑州的

人口结构正在升级、中产群

体正在崛起。

为辟谣小程序点个赞

在新闻上看到郑州好人馆已正式对外开放，笔者便迫

不及待地前去参观。尽管墙壁上贴着的是曾经在报纸上、

电视上看到过的面孔，但当他们的照片聚集在一起，让笔者

瞬间感动着。尤其是看到任长霞的警帽、那些好人们曾经

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时，敬仰之情更是难以言表。空军英

雄李剑英、地震救灾英雄李隆、无私大夫胡佩兰……有英

雄般的壮举，也有平凡中的伟大，笔者顿时感觉到了满满

的正能量。

郑州好人馆的做法值得推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

转型期，社会上不乏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的事情，郑州好

人馆的建设，无疑可以让好人精神像雷锋精神一样传承

下去。道德模范是道德实践的榜样。创新形式开展宣传

学习活动，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

动实践，就能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

围。6 （刘一鸣）

日前，《新华字典》APP 正式登陆

苹果应用商店，按理说这是好事一

桩。“手机在手、天下我有”的移动互联

网时代，人们都懒得带钱包了，把几百

页厚、像砖头一样沉的字典变成电子书，不但时髦而且

实用。

虽是好事，很多网友却炸了：太贵了！如今纸质版

的《新华字典》售价 19.9 元，掏 40 元才能使用这款 APP。

讲真，在新产品刚走向市场时就说价钱贵，难逃妄言妄

议的嫌疑。如今，一个比特币已经涨到了将近两万元人

民币，但是后市行情仍被人看好；号称中央美院毕业、从

小就是神童的北京 80后网红女孩林糊糊，在朝阳区办了

个教大人画画的画室，说让人在画中与古人对话，学费

78000 元，朝阳大妈蜂拥而至，学画名额一票难求！语音

搜索、笔顺演示、前《新闻联播》主播李瑞英播读……目

前有这些功能的《新华字典》APP，如果能不断强化功能，

最终像研发者说的那样，“我们更希望把它定义成一个

学习工具，而不仅仅是一本字典”，就具备了爆款产品的

品质，增值空间巨大：每个家长都希望给孩子找到一个

学习神器，这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刚需。

刚需面前，供给方就不讲道理玩霸道。使用苹果手

机的你如果打赏，苹果必须抽成 30%，所谓的“苹果税”就

这样推出了。尽管此举被公认为吃相难看的“拦路打劫”，

但是苹果就这样明火执仗地薅羊毛，满是“瞅你咋地”的霸

凌。从首发必在欧美、价格中国最贵、拒绝召回中国市场

缺陷产品，再到“苹果税”，苹果对用户最多的中国消费者

再三傲慢，底气当然来自忠心耿耿的“果粉”。

羊毛总有薅完的时候，习惯性傲慢总会“掉粉”。国产

手机风生水起，苹果依然故我，难怪今年一季度苹果手机的

中国销量，同比下跌了四分之一。1 （丁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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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十三
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附加赛 6
月 15日在云南禄丰开战，朱婷
领军的河南女排在当晚的首场
比赛中以0∶3不敌辽宁队。

参加本次附加赛的是在此
前的预选赛中未能直接出线的6
支女排队伍——河南、广东、四
川、云南、解放军、辽宁，只有排
名第一的球队，才能拿到天津全
运会决赛阶段的最后一张门票。

本场比赛河南队一开场就
表现出良好的势头，朱婷小斜线
加探头接连得分，帮助球队3∶0
领先。相比于河南女排朱婷的
一枝独秀，排名联赛第五的辽宁
队阵中拥有王一梅、丁霞、王美
懿、宫美子四名新老国手，整体
实力优势渐渐显现，迅速追平比
分之后一直保持小幅领先，最终

25∶22先下一城。第二局比赛与
第一局如出一辙，辽宁队以25∶23
将局分改写为2∶0。关键的第三
局，双方争夺更加激烈，朱婷依
然神勇，但辽宁队依靠整体发挥
始终在比分上压制着河南女排，
河南姑娘们挽救赛点后顽强地
将比分追至 24平，此时的朱婷
也许是太累了，被替换下场。
随后双方一路打出26平、27平、
28平、29平。此时小憩后的朱
婷再次登场，29∶30、30∶31，随
着朱婷重扣出界，比分最终定格
在30∶32，河南女排0∶3告负。

客观地说，本场比赛辽宁队
虽实力占优，但河南女排并非全
无机会，只是每每在关键球的把
握上输给对手。今天，河南女排
将迎来本次比赛的第二个对手
四川队。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带着外界的
种种疑问，保加利亚人亚森·彼得罗夫
终于在建业实现了中超的再就业，不
过这位新帅马上就将面临一场极具考
验的“硬仗”：6月 17日晚，建业将在
主场迎来“副班长”延边富德的挑战。
对于亚森来说，这次事关保级 6分的

“初考”会十分的严峻。
作为一对难兄难弟，建业与延边

富德的状况都堪称糟糕，积 7分的延
边富德目前联赛垫底，而只比他们高
一分的建业位列倒数第三。双方的本
次交手，是两队保级路上的关键一战，
谁能获得胜利，在提振士气的同时，也
能在接下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建业此次虽然是主场作战，但唯
一稳定的得分手巴索戈，却因为国家
队赛事缺阵。此外，虽然戈麦斯、多奇
卡尔等人都能赶上周末的联赛，但一
番洲际奔波后，他们的状态肯定会有
所影响。实际上，建业本场比赛的最
大隐忧还是在主教练身上，虽然亚森
对于自己很有信心，但初来乍到的他，
现在还可能正处于“认人”阶段，能给
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还是一个未知
数。

延边富德比建业强在稳定，除了
主帅朴泰夏带队多年，队员之间也都
相互熟悉。之所以目前战绩糟糕，一
方面是因为球队确实实力不济，另一
方面在于他们后防线的伤病太多，使
得防守出现了漏洞，这对于擅长打防
守反击的延边来说，相当致命。⑥9

6月 12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67期
全国开出 2注头奖。其中，1注为 1600
万元(含 6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
奖，出自广东；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
头奖，出自河南。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10、

17、18、32、35，后区开出号码10、11。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1600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云浮，中奖彩票为一张
5+4复式追加票，投入 18元，共中出一
等奖1注、二等奖4注、三等奖1注，单票
累计擒奖 1643 万余元。河南中出的
1000万元头奖出自平顶山，中奖彩票为
一张3注6元投入的单式票。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广
东这位幸运彩友要多拿600万元追加头
奖奖金，从而使得单注头奖奖金达到
1600万元。奖池方面，36.02亿元滚存至
6月14日(周三)开奖的第17068期，提醒
广大彩友不要错过投注时机。 (陈敏）

本报讯（记者 黄晖）参与全
民健身能不能“寓健于乐”、能不
能全家齐上阵？如果您作为一
个全民健身的参与者，正在考虑
这些问题，那么下面这项活动值
得考虑——6月15日，记者从省
社会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获悉，
2017年河南省全民自驾车集结
赛渑池仰韶大峡谷站的比赛已
经开始报名，自驾、健身、旅游，
都有了！

全民自驾车集结赛是省社
体中心今年新推出的六项“全民
系”赛事之一，目的是丰富全民
健身活动内容，打造群众参与性
强的全民赛事。名称中的“全
民”，意味着参赛门槛低，旨在为
每一个自驾车主提供参与汽车
赛事的机会。同时，它还将自驾
游与汽车集结赛结合在一起，提
高了自驾游的乐趣，提升了集结

赛的参与度，主办方还会在景区
组织一系列的健身、文化、公益
活动，是“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的有益探索。

据介绍，本次赛事是 2017
年河南省全民自驾车集结赛的
首站比赛，参赛车辆规模为 80
台，是近年来我省各类汽车赛事
中规模最大的。比赛设郑州至
渑池集结赛和汽车绕桩赛两个
竞赛项目，赛程468公里。

本次赛事由河南省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渑池县人民政府、河南
省汽车摩托运动协会主办，有意参
赛者可关注“河南社体”或者“河南
汽车嘉年华”微信公众号，在线填
写相关信息并提交进行报名，报名
截止日期为6月26日。请记住报
名门槛：车辆为7座以下民用车，
车手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
并取得驾照3年以上。⑥11

6月 13日，在全国校园足球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王崇喜院长的推荐下，由河
南大学社会服务与场地管理中心主任王
刚副教授等带队的安阳市教育局校园足
球行政管理人员和校长培训班学员一行
60余人，来到柴郭小学观摩校园足球的

“柴郭模式”。自从河南省校足办定义柴
郭小学的足球改革为“柴郭模式”以来，
柴郭小学迎来了很多教育同仁的光临。

柴郭小学是一所足球特色的小学，
全校教职工在校领导的带领下不惧场地
和经费的不足，因地制宜组建了自己的
足球队，开展了特色鲜明的足球训练活
动，在柴郭小学眼中，足球不仅是一项运
动技能，也是一种教育手段，通过足球训
练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规则意识和责
任意识。明确发展目标，建立科学的联
赛制度，以班级联赛为依托，扩大校园足
球参与面，发展学生的体育智慧，全面提
升学生的智能，体能。

通过此次观摩，安阳市的教育同仁
看到了“柴郭模式”的具体实施，柴郭小
学展示了管城区和郑州市的校园足球水
平，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成长。（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李悦）2017年世界杯射
击赛阿塞拜疆站的比赛前天在盖贝莱落下
帷幕。中国射击队发挥极其出色，共夺得
4金3银1铜，在金牌数和奖牌数上均遥遥
领先于各参赛队，其中来自河南三门峡的
19岁小将史梦瑶（题图）表现惊艳，拿到1

金1银且创造了一项世界青年纪录。
史梦瑶夺得金牌的项目是女子步枪

三姿。她在比赛中发挥稳定，展现出绝对
实力，从头到尾一直领先，最终以459.0环
的成绩创世界青年纪录夺冠，奥地利和丹
麦选手分别摘得银牌和铜牌。史梦瑶还夺

得了女子10米气步枪的银牌。她和另外
一名中国小将彭心怡发挥同样出色，最终
包揽冠亚军。更为神奇的是，两个人在决
赛中都打出了248.1环的成绩，不得不通
过加枪进行死亡决战，结果彭心怡发挥更
佳，打出了9.9环，史梦瑶过于紧张，仅打出

了9.5环，最终以0.4环之差屈居亚军。
这枚金牌也是史梦瑶今年第二块世

界杯分站赛金牌。她4月份在印度站比赛
中，曾经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了女
子气步枪的金牌。她也提前获得了参加今
年10月份世界杯射击总决赛的资格。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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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郭模式”
再迎观摩嘉宾

大乐透大奖花落平顶山

世界神枪手阿塞拜疆比准头儿

河南史梦瑶勇夺一金一银
全运会女排附加赛

河南女排首战不敌辽宁

“体育+旅游”探索新路径

省自驾集结赛邀您“开车来玩”

上任就遇保级硬仗
亚森“初考”很严峻

郑州市首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近日开幕，大赛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老年人体育
协会主办，全市有300多支老年人队伍、6000多名老年人报名参赛。大赛将历经四个
月32场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于九九重阳节落幕。⑥9 本报记者 李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