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秋，看着满山遍野的柿子，赵运

华又来了劲：从小就看父母用柿子做醋，能

不能利用山洞做柿醋？一来解决了柿子的

销路，二来还能增加乡亲们的收入。

做柿子醋，赵运华面临的最主要难题还

是规模化生产，因为太行山区的农家都是自

己做柿子醋，秋天到山上采摘柿子，放到缸

和坛里，发酵后做成柿子醋自用，量很少。

大胆的赵运华把水泥、砖头拉到了山

洞，开始建设发酵池和贮存池，决定大规

模生产柿子醋。一边建设，一边收柿子，消

息一传开，山洞前排起了长队，肩挑的，小

车推的。赵运华原想收3万斤，哪知道收

了4万斤后还有人送，听说是要做柿子醋，

有人还愿意白给，赵运华又多收了3万斤。

柿子有了，生产车间也建起来了，还得

找到柿醋的生产技术，这时，赵运华听说辉

县市原酿造厂的一个负责人懂技术，就找到

他协商决定合作办厂。可当赵运华领着他

到山洞实地考察后，这位负责人一出山洞就

把原来两人签好的协议书撕了个粉碎：做柿

醋没见过用水泥池做的，就是做成了，风味

也难保证。

这位负责人还说柿里的单宁分子会不

停分解，醋里还会长出像海蜇一样的长絮，

不能做成单纯的柿醋，都是先做粮食醋，再

兑一点柿子醋，有5000斤柿子就足够了。

这人的一番话把赵运华推到了崩溃边缘。

靠传统经验这条路走不通，还得相信科

学。赵运华来到河南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找到了相关的专家，谁知他们早在多年前就

把柿子醋酿造作为主攻课题，并成功解决了

单宁分解的难题，这下，赵运华再一次看到

成功的曙光。

2007年11月19日，6000多斤柿子投

进新发酵池，搅入麯种，经过固态、液态两次

发酵，过淋过滤。12月15日，第一池柿子醋

就做成了。酸度、色泽、气味与传统做法做

出来的一模一样。在这山洞里，人们第一次

听到了赵运华的笑声。

2014年，是郑州市金水区
文化路第一小学的课程建设推
进年。本学期，该校五年级课程
部开发了一系列校本课程，并开
始了“年级平行走班”。

豫剧是全国六大剧种之一，河
南又是豫剧大省，为使孩子们从小
了解豫剧并喜爱豫剧，该校开发了

“娃娃梨园”课程，从豫剧的起源和
发展、角色与脸谱、角色与服饰、学
唱名家名段等几方面进行研究。

在“娃娃梨园”课堂上，孩子
们欣喜地欣赏了一副副迷人的脸
谱，个个跃跃欲试，有的孩子们还
运用美术绘画技巧绘制出了自己
喜欢的脸谱。瞧！孩子们正在信
心满满地展示自己的佳作。

“娃娃梨园”课程给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施展才华
的空间，进一步丰富了孩子们的
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孩子们的
综合素养。 （王春梅闫芳）

“娃娃梨园”课程惹人爱

专家介绍，山洞开凿后，洞顶用石块拱

砌，厚厚的山体是天然屏障，有水滴从石缝

中渗出，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15～20摄氏

度之间，湿度适宜。酿醋最易招苍蝇，酿醋

厂家都得采用最先进的设备来除蝇。而山

洞里的温度较低，是苍蝇的生命禁区，根本

不需要除蝇设备。无蝇无尘，温度和湿度平

衡，最适宜发酵控温，这成就了洞藏柿子醋

的独特风味。

2011年3月，中科院地质和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洞穴学专家陈诗才教

授前往辉县市万仙山景区考察黄龙洞、白龙

洞的天锅地缸奇观。返程途中看到写着“中

国第一洞藏柿子醋”的招牌，心生疑惑，好奇

之下进洞察看。

他听完赵运华介绍的情况后说，醋酸杆

菌随气体流动，在岩石缝隙间繁殖，溶蚀着

岩石，水滴落到池中能均衡补充矿物质。他

拍着岩壁说，这样的碳酸钙岩对发酵十分有

益。在接待室，陈诗才品尝了赵运华存放了

四年的柿子醋后风趣地说：“不要说中国第

一啦，要改成世界第一。”

尽管有专家肯定，但不可避免会遭到质

疑。2012年9月，新乡市举办了中小企业

家培训班，在培训班上，赵运华作了发言，讲

述了纯正洞藏柿子醋的生产及食用价值。

从北大来授课的一个专家说：“我们做食品

的要对人民负责，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

当着500多人的面质疑赵运华的洞藏柿子

醋的品质。

赵运华说：“咱是山里人，山里人不说

假话，如果谁不信可现场参观。”第二天，

专家一行参观后，就立即对赵运华表示

歉意。

2013年1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七套

“致富经”栏目以《山洞里惊喜的财富》为题

作了报道，洞藏柿子醋更是一夜成名，也让

赵运华成了公众人物。

赵运华说，现在洞藏柿子醋的年产量有

600吨左右，现在按照订单，用不了几年就

要达到3000吨，这样原材料就成了最大的

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如今，57岁的赵运华望着家乡的大山

有了更大的梦想，他想成立柿子种植合作

社，再承包几个山头种柿子，做出样板田，让

农民跟着自己种。每年再拿出10万元购买

柿树苗，免费送给农民种植，让更多的农民

不用出大山就能致富。

实际上，这篇全英文的报告

长达21页、包含各种数理模型，远

比报道所述的“找360个学生玩

游戏”复杂得多。一片吐槽声中，

也有为数不少的网友“力挺”研究

者。新华网的报道指出：最早发

出的报道不到400字，可能误导

了网友。

对于网民们对中国科学家

“一边倒”式的集体调侃，《京华时

报》的评论表示担忧：“一方面公众

对常识探究缺乏兴趣，一方面是话

语围观娱乐式狂欢，压缩了说理空

间。两方面的简单与粗暴，模糊了

事件本来的面目，让学术探讨变成

一场吐槽大会。”

“陈景润也曾经证明了1+1=

2，陈景润的证明毫无意义，但是

人家却是迄今为止哥德巴赫猜想

最好的证明者。所以不光要知道

是什么，还要研究为什么，这才是

科学的意义。喷之前，先动动脑

子。”有网友表示。

IT之家文章指出，即使此后

不少媒体找出了论文原文，证明了

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无法

消除人们的质疑甚至谩骂。且不

论这一报告究竟价值几何，至少可

以看出：只求表达而不求实证，确

为当下社会浮躁病的病象之一。

大家可以对科学界的浮躁表达不

满，但是，在断定别人的科研是垃

圾之前，何不先检视自己的发言是

否具有科学精神呢?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一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如果建立

一个数学模型的话，需要将人的习

惯、心理等各种主观因素合理地纳

入数学模型中，才能进行讨论。从

目前研究的内容来看，其建立的数

学模型并没有完全将人的独立因

素排除在外。“就算真有这个策略，

对方为什么是木头呢?人家也会采

取反策略。”

同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博

弈论和人类行为研究分析师尼尔

斯·菲尔表示，博弈论是很重要的

研究，其最主要需要突破的问题是

如何判断认知偏见是怎样影响人

决策的。他认为，研究的假设虽然

没有问题，但研究本身并没能很好

地验证这个假设，“结论有点牵强，

是基于不公平又不实际判断的。”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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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石头剪刀布”策略
意义何在

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近日称他们通过实验发现了石头剪刀布的制胜策略。玩家

往往倾向于采用上一轮赢了的策略，而更换致其输了的策略。

比如，某人上一轮比赛出石头赢了，下一轮会倾向于再用石头，

而如果用石头输了，下一轮可能会换布或者剪刀。此消息一出，

引来吐槽一片。IT之家文章指出，即使此后不少媒体找出了论

文原文，证明了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无法消除人们的质

疑甚至谩骂。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

人民网发出的一则消息，给满是拥

堵沉闷的微博里注入了“欢乐”。

“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和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近日在网站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报告称，他们通过实验发现了石头

剪刀布的一个制胜策略。研究人

员招募了360名学生，将他们分成

六组，随机配对玩300轮石头剪刀

布游戏。通过观察学生使用的策

略，他们发现了获胜者习惯使用的

游戏策略。”

此消息一出，引来吐槽一片：

“研究人员们，如果你们不得诺贝

尔‘闲得蛋疼’奖，我为你们叫屈。”

“大学?中科院?研究人员?黑他们

吧?!这明明是小学低年级和幼儿

园高年级的水平。”

报道称，根据该研究论文，玩

家往往倾向于采用上一轮赢了的

策略，而导致其输了的策略，玩家

往往会在下一轮中更换。比如，一

个人上一轮比赛出了石头赢了，其

下一轮会倾向于再用石头，而如果

其用石头输了，下一轮可能会选择

换布或者剪刀。论文还对此给出

了剪刀石头布的获胜策略。

石头剪刀布制胜策略被发现

论文研究者表示，其所做的

实证研究显示，人类的集体行为

是与纯粹的数学理论如纳什均衡

概念有冲突的，新的策略可能可

以给玩家提供比纳什均衡策略带

来更多赢的机会，也可以实现更

高的社会效益。

而网友吐槽大多是集中在担

忧浪费中国的科研经费上，“不愧

是重大科学发现啊，真是浪费科

研经费啊!”

荆楚网的评论指出，“什么样

的项目值得去研究，是有一定标

准的，简单地说，就是是否具有学

术价值，是否能够转化为经济效

果，是否能产生社会影响。石头

剪刀布的制胜策略，即使能做到

百战百胜，除了能让小屁孩多赢

别人几颗糖果，多得到几次刮别

人鼻子的机会，笔者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学术价值、经济效果和社

会影响。”

新浪博客作者吴永麟写道，

“科学家违背科研经费的真正用

途，浪费纳税人的钱财。科研经

费是用于科学研究的，但是，这一

笔钱居然被他们用于研究儿童游

戏，并且堂而皇之地总结出成果，

这结果对儿童无益，对科学无益，

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网友指责研究浪费科研经费

媒体质疑报道模糊事件原貌

赵运华：让柿子造福山里人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段永强文/图

在太行山区，每到秋天，红灯笼般的柿子成了最亮丽的风景，惹得城里人直往山里钻。但这对于山
里人来说却是心酸和无奈，由于柿子不宜贮藏，再加上深加工的方法有限，很多柿子都烂到了树下，无法
成为山里人的财富。

辉县市沙窑乡陵西村的赵运华对柿子情有独钟，通过7年的努力，他让辉县市太行山区的柿子变成
了洞藏柿醋，并成功实现规模化生产。在赵运华的带动下，辉县的柿子价格也一路飙升，从原来无人问
津到现在每斤卖8角钱。

2006年，赵运华在一篇报道上看到陕

西有一位农民把苹果贮放在窑洞里，到过年

时就能卖个好价格，因此逐渐发家致富。他

知道，在自己的家乡也有一个山洞，这个山

洞是豫晋S229省道改造时废弃的公路隧

道，宽7.5米，高6米，长200多米。如果也学

人家贮藏农产品，自己不也就成功了吗？

很快，赵运华拿到这个山洞30年的使

用权。当年7月，冬瓜开始上市，赵运华决定

小试牛刀：购进13万斤冬瓜贮存到山洞，到

春节前上市，价格最少翻番。虽说冬瓜当时

便宜，但加上人工费和运费花了3万多元。

可冬瓜放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变软流水，进

而变质腐烂，所有的花费都打了水漂。

“别人能贮存苹果，我也能。”看着贮存

冬瓜“完败”，赵运华认为是贮存的农产品

不对路，便开始在苹果上动脑筋。10月，

他让亲戚到山西去收苹果，自己在家组织人

装洞。

一个月后，15万斤苹果进了山洞。存

放40多天后，袋里的苹果“大汗淋淋”，多数

苹果的一边都长了黑斑，他连一天也不敢

延误，随即贱卖。这次，他又搭进去了近20

万元。

此后，存蒜薹、种蒜黄，也相继失败。如

果说这些对赵运华来说都是小难的话，种食

用菌的失败就算得上大灾了。

山洞温度恒定，一个食用菌技术员告诉

赵运华，这个山洞是种食用菌的理想场所，

这让赵运华又看到了希望。

这次，赵运华不顾家人的反对，把全部

家底都赌了上去，借款80多万，一次性投入

90万元。几十万个菌种袋分6层，装上菌

架，满满地填了一洞。一个月，两个月，菌袋

几乎全部霉变。食用菌专家来洞里一看，

说，全扔了吧，没救了！

至此，这个山洞让赵运华前后扔进了

150万元，小康之家变成了大山里的特贫户。

从来不迷信的赵运华请来风水先生，风

水先生告诫他说，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不然

别说破财，就连性命都得丢在这里。

“折腾。”提起自己的创业史，
赵运华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也就是
这两个字

折腾A

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没有让赵
运华失去斗志，反而更加激发他创
业的决心

柿醋B

对于赵运华来说，他独创的洞藏柿子醋，成了辉县市一张名片

独创C

赵运华介绍柿子醋系列产品赵运华介绍柿子醋系列产品

每期1000万元，大乐透派奖升级了！目前奖池已经高达

4.26亿元的超级大乐透玩法传来喜讯，从第14052期（2014

年5月5日20点10分开始销售）起，每期对一等奖加奖1000

万元，派奖共持续15期，派奖总金额1.5亿元。新一轮派奖活

动，头奖成色将较以往更足，单注2400万元封顶大奖爆出几率

更高，再配合4.2亿元的超大奖池，同时极有可能再度催生亿

元级巨奖。

派送又升级每期加千万元

据悉，派奖活动期间，每期安排1000万元用于一等奖派

奖。若中奖者中得当期一等奖，则同时中得一等奖派奖奖金，

派奖奖金按当期所有一等奖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注和追加投

注按比例分配。单注基本派奖奖金封顶500万元，单注追加派

奖奖金封顶300万元。当期派奖奖金按中奖注数均分后若有

结余，则结余部分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派奖奖金合并后派

奖。若派奖活动最后一期结束时派奖奖金仍有剩余，则派奖活

动往后顺延，直至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玩法有变化头奖更劲爆

为了推进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玩法的健康稳定发

展，经财政部批准，自第14052期（2014年5月5日20:10开

售）起，变更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游戏规则。本次规则变

更只是调整了奖级和奖池过亿后一等奖的分配比例，并提高了

浮动奖的保底奖金，原有的13个中奖条件不减。因此规则变

更后，大奖更加大，小将依旧多，奖池累积速度更快，大奖成色

将更有保障。详询中国体育彩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及各体

彩销售网点。因规则调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广大彩民

对中国体育彩票的支持。

大乐透，大奖池，大派奖

如何在体彩销售过程中与彩民“做朋友”、和他们“打成一

片”，成为近年来销售业主越来越重视的一个问题。与彩民进

行良好的沟通，可以带动一家体彩店的购彩氛围，帮助彩民中

奖的同时促进销量。

目前超级大乐透正在进行1.5亿元派奖活动，派送规模力

度空前，销售业主可以抓住机会，发起一场“彩民座谈会”，进行

一个新的尝试。

“彩民座谈会”有两个特点：一是可以活跃投注站的购彩氛

围，拉近与彩民之间的距离。二是可以开阔思路、集思广益，为

下一步投注提供思路。

如今的体彩投注站的形象统一、环境干净整洁，为开“彩民

座谈会”提供了很好的场地。一般小型的(20平方米以内)体彩

投注站也能容纳十几人，这就足够了。专业的市场调查“焦点小

组讨论”认为，小型座谈会的人数在2~4人就可以，中型的座谈

会人数控制在8~12人为宜。

场地、人数定好后，就是确定讨论的主题了，围绕近期彩民

普遍关注的话题最能活跃气氛。目前最热的话题肯定是1.5

亿元大派奖，采用哪种投注方式好，能否统一合买方案等。

一场成功的座谈会还要确定“主持人”和“发言人”。“主持

人”能活跃现场气氛，“发言人”则必须是精通讨论主题的人。

作为座谈会发起人的销售业主当然最能胜任这两个角色，但比

较科学的建议是两者分开，互相搭配，查漏补缺。

接下来就是大家自由畅谈阶段，在各抒己见、发表观点的过

程中，互相学习、迸发灵感，得出具有新意的见解。不仅如此，交

流过程中彼此还拉近了距离，增进了友谊。最后，由销售业主根

据大家的发言，确定1至3个最佳讨论或投注方法。彩民们可以

根据这几个深入讨论后的方案，自由发挥或相互合作参与投注。

今年超级大乐透的“1.5亿元大派奖”单期派奖1000万元，

派奖力度为史上最高，销售业主和彩民民不妨抓住机会，加强

交流、加强合作，争取中个大奖。

当然，在“彩民座谈会”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

具体问题，这里只是为销售业主提供一种思路。 （金海燕）

开一场“彩民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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