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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不仅是城市名片，很
大程度上还是第三产业是否
旺盛的体现，而第三产业愈兴
旺，城市综合实力也愈强。

点亮独具魅力的郑州“夜经济”

农村的变化“在路上”
□宋敏

“要想富，先修路”“一路通，百业兴”，这是老

话，更是真理。农村公路是保障农民群众生产生

活的基本条件，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先导性、基础

性设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近

日，笔者在息县探访了“四好农村路”建设情况。

初夏时节的息县项店镇张庄村，平坦宽阔的

水泥路连着每户人家，不时有车辆往来穿梭，道路

两侧的白玉兰、沙柳随风摇曳。若不是听村民“忆

苦思甜”，很难想象这里以前的模样。

“进了息县坡，道路像鸡窝，搓板路坑牛能

卧，小坑还没大坑多。”说起以前的农村路，80 岁

的村民曹光荣不胜感慨。原来，以前进村的路

又窄又破，边坡上堆的都是垃圾，村民还喜欢在

公路上打场晒粮、堆积杂物，原本就不宽的路肩

蚕食严重。修路前后对比反差大，让人直观感

受到“四好农村路”给村民带来的满满实惠。

从前因为路差，困住了张庄村的发展步伐，也

让这里成了有名的贫困村。为了补齐短板、迎头

赶上，2016年至 2017年，息县整合 9.36亿元财政

涉农资金，建成 1971 公里农村通村通组道路，其

中张庄村共修建组组通5公里、户户通8公里。放

眼全省，农村公路建设稳步推进：将“四好农村路”

建设工作列入 2018年民生实事，1~4月份，全省累

计完成新改建农村道路 1190公里，为年度目标的

16.22%，其中4月份完成379公里……这一个个数

字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感受到了出行便

利的好处，更多的贫困地区受惠于“路路通”。

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

好，才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正所谓“硬”路还

要做好“软”文章。在张庄村，不同路段，栽植不

同树木，立体搭配乔木、灌木和草坪；每隔一段还

放置有分类垃圾桶。公路建好后，路肩树木种植

管护就交由村里管理，设立公益性岗位，安排贫

困家庭人员就业，形成路肩林带管理和农村公路

日常管护长效机制，在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

同时，也使乡村道路更畅通、农村面貌更美观。

夜幕降临，清风拂面，矗立在道路两旁的太

阳能路灯亮了起来，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响起

了欢快的歌曲：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

哟，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乡亲们不断

从四面走进广场，跳着属于他们的幸福舞步。

让农村更强、农民更富、乡村更美，村里的变化

在路上；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障

民生，改善民生，没有终点，也永远在路上。8

（作者为本报城市经济采访部记者）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近日，一篇《中国哪些城市最能“熬夜”？》

的文章指出，“一座城市的人文与经济活力，

往往不是体现在白天，而体现在夜晚，‘不夜

城’是一座城市繁荣与快乐的标识”。

第一财经旗下的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曾以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地铁

平 均 运 营 时 长 、城 市 夜 间 公 交 覆 盖 范 围 、

TalkingData 活跃设备夜间使用量占比、滴滴

夜间出行活跃度和城市里的酒吧数量五个维

度的数据具体分析，推出了中国城市“夜经

济”排名。夜生活指数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有

17 个属于南方城市，北方只有北京、青岛、西

安 3 座城市上榜。夜生活指数南强北弱的格

局与南北经济发展现状极为相似，2017 年内

地城市 GDP20 强中，南方城市占据了 15席，北

方仅北京、天津、青岛、郑州、西安入围。

高纬度地区冬季长、入夜早，导致一些经

济体量较大的北方城市在“夜经济”榜单中排

名相对靠后。然而，郑州地处中原，气候并非

特别寒冷，郑州 GDP 总量在内地城市中目前

排第 17 位，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8 中

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郑州更是排在新

一线城市第 9位，纬度更高的青岛、西安，“夜经

济”能够上榜 20强，郑州为何不行？

“ 夜 经 济 ”是 彰 显 城 市 魅 力 的 亮 丽 名

片。半个多世纪前，一首风靡全球的《夜上

海》让“ 不 夜 城 ”成 了 上 海 的 代 名 词 。 事 实

上，世界“夜经济”发源于河南，“一千年前的

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中国的

开封灯火辉煌”。郑州市民对“夜经济”也并

不陌生，早在 1990 年的第一轮商战中，亚细

亚商场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夜晚 9 点，在全国开

夜间消费先河。酒吧、歌厅、茶楼、SPA 馆……

各种休闲娱乐业态，郑州应有尽有；《禅宗少

林》《云水洛神》等原创大剧，在郑州轮番上

演；德化步行街、东风渠、CBD……郑州的夜

晚不但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夜景可以欣

赏。调查显示，近七成郑州市民有夜晚外出

的习惯，80%的市民支持老百姓夜间消费，近

一 半 的 市 民 认 为“ 现 代 化 都 市 一 定 是 不 夜

城”。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城市夜晚被赋予更斑斓的色彩、更旺盛的

生命力，夜消费、夜休闲、夜文化在郑州市民

生活中已不可或缺。

“夜经济”不仅是城市名片，很大程度上

还是第三产业是否旺盛的体现，而第三产业

愈兴旺，城市综合实力也愈强。NASA 夜间灯

光图显示，夜间灯光更亮的城市，GDP 往往更

高。让郑州的夜经济更繁荣，其实还有很多

功课可以做，比如适当延长公交、地铁线路夜

间运营时间；打造特色夜游街区、广场、夜市

小吃；在条件成熟的景区推出具有中原文化

特色的夜间娱乐精品项目……多策并举推动

“夜经济”建设，把市民的夜生活打造得更有

特色，流光溢彩的郑州必将愈来愈有风情，愈

来愈有吸引力。8

拉近距离方有真心扶贫
贵州凤冈县开展“干群心连心·吃顿团圆饭”

活动，要求所有党员干部自己带菜，到帮扶对象家

中打扫半天卫生，并带头炒菜做饭，与群众一起吃

饭，在拉家常中宣传政策，提升群众的满意度。（见
6月4日《贵州日报》）

“到困难群众家做饭、吃饭”，是扶贫工作的创

新之举，干部群众品尝的不仅是饭菜的美味，还有

和谐的滋味。这是情感交融的平台，虽然扶贫干

部在工作中“扑下身子，脚沾泥土”，已经和群众走

得很近了，但还是公对公的工作关系，若是能和群

众一起动手做个菜、吃顿饭，如同家人一般，心与心

的距离就会更近。这也是表达诉求的平台，平时

想说却不好意思说的话，想问却不敢问的问题，在

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更容易打开话匣子，说出心

里话。这更是宣传政策的平台。国家有很多扶贫

政策，有关部门也经常进行宣传，但宣传的方式比

较单一化，不是新闻媒体，就是广播喇叭，难以入脑

入心。扶贫干部也会组织政策解读会议，然而由

于理解能力、讲解方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不能

彻底说清讲透，不利于政策的落实。而通过面对

面的吃饭，面对面的交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就

能将政策说得更清楚明白了。2 （郭元鹏）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据6月3日参考消息网报道，每年春季是上海一年一度的“幼升小”报名时间，今年抢
眼球的是一批据称投给某名校的“牛娃”简历，认识超过2000个汉字、18个月熟背《弟子
规》、四岁懂得“核反应堆”者比比皆是。8 图/陶小莫

今日快评

一线札记 画中话

众议

近日，记者从北京公交驾校获悉，市民下载使

用公交驾校 APP，除了可以在线报名学车，网上预

约练车、考试时间，还可以选择“先学后付”班，学

一节课支付一节课费用。学员对教练不满意，有

权拒绝支付费用，下一节课可以自主另选教练。

（见6月4日《北京日报》）
很多市民学车都有这样的经历，遇到自己不满

意或者故意“吃拿卡要”的教练，考虑到多方面的因

素，比如学车要排队、换教练要耽误学车的时间等，

通常会选择“隐忍”或者拿到驾照后进行投诉。

“先学后付”的学车模式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一方面，真正让学车的人感受到了“顾客是上帝”的

消费者角色。另一方面，这样的务实之举，也让当

事的教练感到压力。因为学员每天都会给自己的

工作表现“打分”，任何不文明和违规行为都会影响

到收入报酬。如果“不满意的人多了”，自己就会白

忙活，甚至丢掉工作的饭碗。互联网时代，也倒逼驾

校服务理念的提升，笔者认为，“先学后付”学车模式

可以有，不妨多一些推广。8 （彭爱珍）

“先学后付”
学车模式可以有

本报讯（记者 李悦）6月 2日，2018中国民族
体育文化发展论坛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隆重举
行，来自全国87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170余
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
的举办，不仅更好地助力了2019年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运动会在郑州的举办，对于中国民族体
育事业的发展更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论坛
上，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体育专业委员会宣告成
立，河南省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同时揭牌。

本次会议由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体育专业委
员会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联合主办，河南省民族
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和河南省体育产业研究中心联
合承办。本次大会以“新时代民族体育发展与健
康中国”为主题，与会专家与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
了论文报告及学术研讨。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张绍通向与会嘉
宾们介绍了郑大体院的基本情况和学校在民族传
统体育的教学、训练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他介
绍说，目前，学院充分发挥自身在民族体育领域的
优势，统筹谋划，科学布局，积极依托登封校区申
办中国少林拳学院，依托温县校区申办中国太极
拳学院，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华体
育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论坛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
究部主任崔乐泉以《历史、现状与发展——关于中
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几个问题》为题进行了主
题报告，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祁进玉以
《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为题进行了主题报告。⑥9

提起创办之初风风火火的“谁是球
王”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很多人仍留有
深刻印象。由勇立潮头到静水流深，这
一赛事已经悄然转型为“谁是球王”青少
年校园足球竞赛活动，更多聚焦、讲述

“以球育人”的故事。
不再简单追求一鸣惊人的轰动效

应，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到讲好“以球育
人”故事上，这是一个不断调整思路、提
高认识的过程。比如，办赛的定位可以
从发现民间足球人才转为展示校园足球
风采；比如，聚焦的镜头可由比赛画面是
否精彩转为足球带给青少年成长的感
悟；比如，赛制的调整开始更多考虑如何
让参赛者便于参赛、乐于参赛，并在参赛
过程中充分感受团队协作的价值。

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颇具影响力的
足球赛事，“谁是球王”青少年校园足球
竞赛活动开始聚焦校园文化、聚焦足球
项目固有的魅力，这是可喜的转变、当然
也是对校园足球发展的有益引领。做青
少年足球普及工作、做校园足球发展工
作，就是要把干事创业的激情与久久为

功的心态巧妙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足
球文化的普及与足球魅力的展示有机融
合在一起。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青少年
足球、校园足球发展重要性的过程中，扎
扎实实把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少年足球、
校园足球赛事办好，其实也是对中国足
球改革发展的务实推动。

开展包括校园足球在内的青少年足
球工作，需要足球技艺培训与足球文化
熏陶并重，需要追求赛事成绩与磨砺意

志品质并举。唯有遵循规律做事、点点
滴滴积累，我国足球发展长期落后的状
态才有可能慢慢改观。在此过程中，构
筑更为科学、合理的青少年足球、校园足
球赛事体系，需要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将足球运动的魅力传递出去、让“以
球育人”的理念深入人心，足球运动才能
得到更多青少年的青睐，校园足球才能
得到深厚校园文化的滋养。为此，雕琢
细节吸纳更多人融入赛事，结合赛况讲
好“以球育人”故事，远比刻意打造明星
球员与明星球队更有意义。 （校足办）

两天的激烈争夺之后，2018年河南第四届网球
球王争霸赛第二站6月3日在中原网球中心落幕。
本站比赛共吸引了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393名
运动员，参加10个组别的比赛。经过近三年的推广
和运作，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已被列为《河南省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重点赛事，并创造了中国业余网球赛
事的参赛人数纪录，是我国业余网球赛事中影响力和
参与度较高的赛事之一。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每购买10元体彩排列 5彩票，将为社会公益
事业贡献 3.7元公益金。周口的这位购彩者在中
奖的同时，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了592元。

在五月的倒数第二天，周口分中心迎来了一
位中奖者。这位中奖者在进门的时候，脸上洋溢
着幸福、快乐的表情。经过询问得知，这个人是个
新的购彩者,且中了排列五10万元奖金。

据悉，他买排列五也刚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
中奖是因为看准了第三位会出 9、第四位会出 0，
第五位的数字不会出6、7。当时这个购彩者还不
太清楚排列五的具体玩法，所以就向彩票店老板
说了自己的想法，彩票店老板推荐他采用直选定
位复式票。

购彩者说：“这次中奖很高兴，业主也非常积
极地帮助我，给我出谋划策。我非常感谢业主的
帮助。同时，我感觉
中奖的感觉非常好，
如果不中奖的话，也
自愿当作公益了。”
购彩者关于公益的
这番话，让在场人员
无不对他竖起大拇
指。 （丁东辉）

□本报记者 李悦

上赛季中超最后一轮，河南建业俱乐部
投资人胡葆森通过航海体育场的大屏幕，对
外公布了俱乐部“未来五年的计划”，其中青
训就是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经过半年多
来的规划，以及与校园足球相关人士的探讨，
建业的青训方案也终于在6月初开始了具体
实施。

好教练就像“好厨子”

建业青训计划的开端，是从教练员的培
训开始。“河南不缺好足球苗子，建业俱乐部
也是河南唯一的中超平台。这就像我们有着
好的食材，也有高档酒楼，但目前却没有可以
享用的美味佳肴，这其中缺的就是关键的好
厨师——青训教练。”谈及建业目前的青训状

况，建业俱乐部青训总监区楚良用了一个形
象的比喻，在他看来，这是建业青训计划中绕
不开的一个顽疾。

也正是因为如此，建业俱乐部首先着手
的是教练员的培养，截至目前，已经邀请国内
知名专家、优秀教练对40名教练员完成了三
轮培训。区楚良表示，青训教练员的培训至
少会持续一年时间，在这期间，不仅仅是要完
成执教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理念的统
一。区楚良强调说，接受建业培训的教练员
大都从学校选拔，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校园。

体教结合遴选“好材料”

除了培养好的青训教练，建业的青训计
划也开始与目前十分红火的校园足球相结
合。根据计划，建业青训初期会与郑州市内
的10所初中签约，未来希望达到30所初中、

5所高中的规模，这样建业俱乐部的选材面
就大大增加，涌现“好材料”“好苗子”的可能
性也就大为提升。区楚良介绍说：“10个学
校就意味着 10个梯队。我们派出的青训教
练员，他们知道俱乐部需要什么样的队员，每
个星期都会进行一个精英系统的单独培训。
这个时候球员会进行末位淘汰，通过不断轮
换，加强内部的竞争，这是以前单独组队不可
能实现的目标。”

区楚良表示，一名职业球员的培养，在其
初中、高中时期最为关键。通过定点初中、高
中的层层选拔，俱乐部会择优选材，将尖子球
员纳入职业球员体系，而即便没有进入职业
队的孩子，因为并没有放弃文化课，而且拥有
足球特长，也能够升入理想的大学。区楚良
相信，有了体教结合的择优选拔，再加上青训
教练员的不断培养，建业的青训迟早会为俱
乐部一线队献上“一桌好菜”。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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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好“材料”培养好“厨子”

建业青训要做“一桌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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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男子喜中
排列五一等奖10万元 “谁是球王”讲述育人故事

河南不缺好足球苗子，建业俱乐部
也是河南唯一的中超平台。这就
像我们有着好的食材，也有高档酒
楼，但目前却没有可以享用的美味
佳肴，这其中缺的就是关键的好厨
师——青训教练。”

区楚良
建业俱乐部青训总监

做青少年足球普及工

作、做校园足球发展工作，

就是要把干事创业的激情

与久久为功的心态巧妙结

合在一起，就是要把足球

文化的普及与足球魅力的

展示有机融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