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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同下一盘棋 共建世界象棋文化之都

第十五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启动仪式在荥阳举行
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赛址在鸿沟奠基

□本报记者 郭宇

郑州以西 15公里便是荥阳，广武山
一道鸿沟记载着千余年前的楚汉相峙。
这里，亦是象棋文化策源地，象棋棋盘上
的“楚河汉界”正源于此。

10月 10日晚，第十五届世界象棋锦
标赛启动仪式在荥阳盛大开幕，这是此项
赛事创办27年来首次举办启动仪式。从
象棋故里起步，千年历史积淀与国际化赛
事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次日，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赛址奠基
仪式在鸿沟举办。在为期 3天的象棋世
锦赛启动仪式中，还将有第二届象棋人工
智能对决赛、文化名人王立群主讲的象棋
文化名家讲坛、“口述象棋”工作座谈会等
系列活动。

象棋作为单项赛事，此前的世界锦标
赛都没有举办过启动仪式，此次在荥阳举
办的启动仪式，是 27年以来世界象棋锦
标赛首次。

在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象棋部主任、中国象棋协会秘书长郭莉萍
看来，选在荥阳举办世界象棋锦标赛启动
仪式，是对国家倡导体育竞技与体育文化
深度融合发展的积极探索，通过庄重的仪
式，引导大家不仅关注象棋比赛，更关注
象棋运动所蕴含的哲学理念和精神价值。

此次象棋世锦赛启动仪式是由世界
象棋联合会主办，中国象棋协会、河南省
体育局、郑州市人民政府承办，郑州市体
育局、荥阳市人民政府、河南天伦集团协
办。郭莉萍表示，荥阳有着扎实的象棋文
化推广工作基础，对发展象棋事业有着明
确的文化定位、具体可行的规划与措施，
世界象棋联合会与荥阳签署了合力共建
世界象棋文化之都战略协议，世界象棋锦
标赛启动仪式在荥阳举办便是协议内容
之一。

此次启动仪式是世界象棋联合会与
荥阳市开展战略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
是继去年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后，荥

阳携手世象联开展的又一重大象棋文化
国际交流活动，标志着荥阳携手世界象棋
同仁“共建世界象棋文化之都”之路再次
迈出关键一步。

据悉，荥阳市先后多次成功举办各种
大型赛事，特别是 2016年在鸿沟现场举
办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被棋界誉为

“世界顶级典范品牌赛事”。荥阳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丁文霞介绍，未来，荥阳将
利用象棋资源优势，实施象棋溯源工程、
楚河汉界象棋棋士精神与象棋对弈礼仪
文化研究工程，加强与国家汉办、孔子学
院的合作，在全世界推广象棋文化。

2016年 10月 16日，首届楚河汉界世
界棋王赛在荥阳鸿沟举办，郑惟桐一举夺
冠。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是合力共建

“世界象棋文化之都”的开篇之作，无论是从
总体策划、选拔规格、奖金设置，还是比赛效
果，都堪称世界顶级典范品牌象棋赛事。

郭莉萍透露，为把两年一届的楚河汉
界世界棋王赛办成棋迷公认的顶级典范
品牌赛事，让具有最高荣誉象征意义的奖
杯设计更具文化内涵和传承意义，本届组
委会研究，决定在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
赛奖杯图案《天地交泰》名谱的引航下，制
作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的时候运
用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的最佳棋局
做图案来设计和命名，以后各届奖杯制作

依次类推。从今年10月10日—2018年3
月 31日，开展“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
最佳棋局的评选及命名征集”活动。

10月 11日，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赛
址奠基仪式在鸿沟举行。世界象棋联合
会第一副主席陈泽兰认为，这不仅为共建
世界象棋文化之都提供了有力的承载平
台，更为象棋事业纵深发展、辐射发展提
供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勇担当方能赢天下。据悉，天伦集团
之所以携手荥阳市人民政府共建世界象
棋文化之都，除了社会责任担当外，更希
望象棋运动通过合作开放主平台，传遍世
界每个角落，助力郑州国际商都、河南华
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2016年10月在荥阳鸿沟成功举办的
第一届棋王赛，被棋界赞誉为世界顶级典
范品牌赛事。为了更好地延续赛事，为象
棋文化的宣传推广搭建平台，河南天伦集
团总裁洗振源介绍，天伦集团将斥资 10
亿元人民币，建设包括棋王赛赛址场馆、
象棋文化博物馆、象棋礼仪广场和接待酒
店在内的象棋文化组团项目。

据悉，此次奠基的世界棋王赛赛址就
位于曾举办首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鸿
沟实地。其中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赛址
场馆位于鸿沟之畔，按照国际顶级棋类运
动承办标准进行设计建造；象棋文化组团
整体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象棋文化博
物馆将作为保存展示象棋溯源工程史料
成果的重要基地，象棋礼仪广场将成为展
示棋士精神和对弈礼仪的文化场所，全球
顶级文奢酒店品牌“悦榕庄”作为世界棋
王赛和各类象棋活动的接待配套酒店。

河南天伦集团董事长张瀛岑表示，此
次对世界棋王赛赛址奠基，将永久保留棋
王对弈圣地，“到楚河汉界下盘棋”将会成
为世界棋手永攀高峰的激励话语。

同时，张瀛岑表示一定要以此次棋王
赛赛址奠基为起点，高标准打造竞赛场
馆、高品质建设文化设施，全力以赴做好
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

奠基仪式

世界象棋联合会第一副主席陈泽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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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安

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或平板，

即可让你和外教、名师“亲密触

电”，“一对一”“一对多”，内容和

形式十分灵活，在线教育惹人遐

想，但也存在师资质量良莠不齐、

公职教师兼职等问题。由于互联

网+教育属于新兴事物，监管比较

宽松，暂没有明确政策规定行业

准入、师资标准等，目前多数在线

教育平台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擦

边球”现象十分普遍。（见10月10
日《每日经济新闻》）

此前，一张在线辅导老师的

课程清单引发网友热议：一节 9元

的 高 中 物 理 在 线 直 播 课 ，共 有

2617 名学生购买，该在线教育平

台的工作人员介绍，扣除 20%的在

线平台分成，授课老师一小时收

入可超万元。作为一项新生事

物，“在线教师”因其超高收入，而

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从现

实来看，“在线教师”满足了社会

对优质师资资源的需求，学生只

需花费很少的钱，就能听到一堂

优质的课，比那些收费高昂的辅

导班占有价格优势。

现在对于“在线教师”有两种

迥异的评价，体现出不同力量的

博弈。教育主管部门倾向于把它

定义为“违规兼职”；而相关平台

运营方，则不遗余力将之描述成

“互联网+教学”以及“分享经济”

的杰出成果。可谓各执一词，莫

衷一是。这种“复杂处境”，也注

定了“在线教师”会遭遇种种不确

定性，令人担忧的是，在缺乏技术

标准和对应规范的大背景下，在

线教育极有可能走向有偿家教的

“雷区”。

在线教育，是中国教育未来

发展避不开的话题。目前，国内

在线教育平台层出不穷，但忧虑

也随之而生：一方面，老师们的

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当“在线辅

导”平台能提供的收入远远超过

学校薪水时，教师们的精力和心

思很可能会发生偏移，导致在校

的教学质量下降；另一方面，这

会不会导致一些教师花样翻新

地吸引学生眼球，将“在线辅导”

变为牟取私利、强迫学生补课的

第二辅导课堂，延续有偿补课的

路子？

不 论 网 络 技 术 能 创 造 多 少

新的“奇迹”，有些显而易见的常

识问题终究要重申，那就是“教

师”绝非一个普通行当，而是肩负

着巨大的公共责任。其时间、智

力与精力，必须优先贡献于自身

所供职的公共教育体系。尽管我

们乐见教师群体可以更多发挥个

体价值、更多创造个体收益，但前

提必须是公共基础教育服务能够

“尽到义务”。对“在线教师”的走

红，教育部门最应该思考的，不仅

是该不该治理的问题，还应该包

括——作为公共服务的教育，在

“互联网+”时代，如何与时俱进地

借助互联网平台和现代信息技

术，集聚和整合不同地区的优质

教学资源，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

服务。比如，可以由教育部门来

主导搭建在线平台，有序发挥教

师的特长与能力，满足学生的多

样化需求，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实

现教育公平。7

□关育兵

国庆中秋“双节”长假刚刚结

束，为了应对返程客流高峰，西安

铁路局开行了全国首趟“众筹火

车”，为旅客提供铁路出行的“定

制化服务”，可以根据旅客需求来

调整发车到达时间，甚至是硬座、

硬卧或者软卧席位的数量。这次

试水的“众筹火车”受到乘客欢

迎，上座率达到 100%。（见 10 月
10日《北京晚报》）

“众筹”“定制化服务”，都是

些时下颇为时兴的词。何为“众

筹火车”？说白了，就是登录微博

账号或者扫描二维码，自行选择

需要乘坐列车的区段、日期和席

别，如果参与众筹的人数达到列

车总席位的一半以上，铁路部门

就可以决定开行这趟列车。此次

西安两趟“众筹火车”，就是这样

开行的。

“众筹火车”的运行，对旅客来

说是人性化服务的体现，对铁路部

门来说，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

底，就是要变“端菜”为“点菜”。“端

菜”的服务质量或许也可以很好，

但再好的菜品、再好的服务质量，

如果不是客人所喜欢的，难免也会

让“宴席”的满意度大打折扣。“点

菜”则不同，点的是自己喜欢的，自

然容易有得到尊重的感觉。正如

业内人士所说，原来的铁路产品是

“我开什么车，你坐什么车”，现在

是我根据你想坐什么车，我开什么

样的车。其中的最大转变，就是让

旅客去决定市场应该怎么做，产品

应该怎么设计。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经典

小故事。几栋漂亮的建筑修好

后，该如何修路呢？设计师建议

空地全部种草。一段时间过后，

草地上踩出了几条错落有致的小

路，于是就把踩出的小路建成了

人行道，并在两旁栽种花草树木，

这就是最佳路径。“众筹火车”的

运行，其实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

而已。

当然，火车有其特殊性，人性

化服务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

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互联网

和大数据技术，为资源和需求的

合理配置提供了最好的方法，无

限地向“我的火车我做主”靠近，

应是当仁不让的选择。西安首次

开出的两趟“众筹火车”上座率达

到 100%，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笔者相信，“众筹火车”一定能驶

向未来。7

“金九银十”是求职跳槽旺季，重庆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七成受访白领欲跳槽。（见10月10日《重庆日报》）
欲跳槽不等于已跳槽，更不等于都会真跳槽，但近七

成人想跳槽，用“人心思跳”来形容怕也不是夸张。今天已

不是一职定终身的计划经济年代，跳槽无可非议，然而“人

心思跳”，确实已难称正常合理。怎么看“人心思跳”，需从

两个角度着眼。

首先从用人单位一方看，需要的是“忠诚员工”，肯定

希望员工队伍保持稳定。面对“人心思跳”，用人单位应反

思，今天的员工不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还在看企业

的氛围和文化，既看工资待遇，更看发展空间，如果不能

“体面劳动”，他们就会“用脚投票”。“人心思跳”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对用人单位改善工作生态的一次提醒。

从员工自身看，亦须反省，“思跳”真的是“该跳”还是

“乱跳”？有一段对话传达了一种经典心态：“你为什么辞

职？”“这不是我要的生活。”“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不

知道……”今天是一个机会无限的时代，许多人心中涌动着

对成功和财富的强烈渴望，但有些人耐不住寂寞，只想一蹴

而就，不愿脚踏实地，总是眼高手低，心浮气躁。事实上，“乱

跳”除了跳来跳去，偌大职场哪儿能有其立足之地？

“人心思跳”是一面镜子，用人单位可以从中看到自己

与“梧桐树”有多远的距离，劳动者也可从中悟到，“乱跳”

实际上是自己封杀自己，哪一个单位、公司，都不会给一个

“干一行、怨一行、弃一行”的人开绿灯。3 （奚旭初）

“货物一旦放进智能快递柜，物流跟踪信息会提示‘已

签收’，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当面签收验货。”近日，住在北京

市某小区的林某颇为困扰。在不少城市，上班族往往会面

临这种难题：白天不在家，网购时收货地址如何填？这是

快递行业正在面临的“最后一公里”发展瓶颈。（见10月10
日《检察日报》）

放进智能快递柜显然不能代表“已签收”，因此，鉴于

大多数小区的现状，一般是物业代行了快递“最后一公里”

的职能。此举虽然方便了网购买主和快递员，却并不规

范，因为买主并没有当场签收，物业代收有可能存在风

险。况且物业代收快递，收不收费呢？不收吧，产生了业

务，也担着责任呢。收吧，又会被业主质疑收费不合理。

有效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设置有偿服务的收

发室，似乎已是势在必行。但是网购的一大优势，本来就

在于减少流通环节，从而维持了通常比实体店更低的价

格，多出来的这“最后一公里”如果有偿收费，这一优势就

可能被削弱和抵消。那么，这笔费用由谁买单？现在已有

不少小区采取多种方法筹集资金，更多的小区依然处于无

序状态。随着网购的持续兴起，如何破解“最后一公里”的

难题，有关方面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和设计，而且事不

宜迟。7 （钱夙伟）

“人心思跳”是一面镜子

快递“最后一公里”如何破解

“在线教师”走红呼唤教育改革
教师绝非一个普通行

当，而是肩负着巨大的公共
责任。其时间、智力与精
力，必须优先贡献于自身所
供职的公共教育体系。

让“众筹火车”驶向未来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两名山东大学生脚踩轮滑鞋，利用国
庆假期一路从山东滑行至北京，历时5天半完成了一次长达567公里
的“长途刷街”。此举引发热议，有人羡慕他们的青春，也有人质疑此
举太过危险。7 图/王怀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