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2 月 15 日召开的省委基层基础工作座谈

会，专题研究以党的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基础工

作，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把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导向落

到实处，全面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水平，为中原

更加出彩提供坚强有力支撑。（据2月 18日本
报报道）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

力量支撑在基层，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长远

之计和固本之举。中央相继出台了《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农

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这是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质量的重要举措。省委基层基础工作座谈会

要求“把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导向落到实

处，全面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水平”，将更好地

把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集聚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合力。

“ 上 面 千 条 线 、下 面 一 根 针 ”，基 层 是 政

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工作直接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

的 组 织 体 系 的 基 本 单 元 ，是 群 众 的“ 主 心

骨”。开封始终把基层党建挺在脱贫攻坚的

最前沿，派出上千名第一书记、工作队员驻

村开展定点扶贫、定人扶贫；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接收 1.4 万名离退休职工党员，成立 182

个党组织，保证了占全省三分之一的“三供

一业”剥离移交任务圆满完成；鹤壁大力推

进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了党员教育、

服务群众零距离；濮阳打造党建微信“云平

台”，6700 多个支部建在网上；许昌大力实施

“党建+”行动，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

省 平 均 水 平 …… 来 自 我 省 各 地 的 生 动 实 践

证明，改革发展推进到哪里，“双基”建设就

必须跟进到哪里。

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提不得了。必须

清醒地看到，当前在一些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等其他基层组织，存在不关心群众冷暖，用上

网代替上门、用通话代替见面，遇到矛盾绕道

走的现象；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痕迹管

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

“心”……这些基层存在的看似平凡的“小现

象”，映射的却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问

题”，凸显着推动“双基工作”强起来的迫切和

必要。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进入

新时代，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发生深刻变化，

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发生深刻变化，工作对象和

工作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对“双基工作”提出更

高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激发

基层工作活力；转变工作方式，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压减负，优化干事创

业环境，让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加强以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基础工作，把基

层基础工作摆到战略位置，坚持高标准地抓、

扎扎实实地抓、持之以恒地抓，我们就一定能

让“双基之花”绽放中原大地，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

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

战斗堡垒，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社

会发展拥有持久动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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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
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
层，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长
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让“双基之花”遍开中原大地

□胡舒彤

近日，演员翟天临被疑“博士学位掺水”，论文

造假事件引起人们热议。学术造假本就是个敏感

话题，演员的学术造假行为则更能刺痛公众神经。

翟天临“博士学位掺水”事件折射出个人学术

诚信底线坍塌问题，这既有翟天临自身的原因，也

跟导师把关不严，学校审核环节有漏洞有关。

坚守学术诚信，是每个学者必须遵守的底线。

无论是对演员翟天临而言，还是对学者翟天临来

说，遵守学术诚信都十分重要。他本可以利用自己

在演戏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来充实自己的论文论据，

利用学校的优质资源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可是

如果只是一味地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去弄虚作假，

营造“演员中学历最高的”和“博士里最会演戏的”

双重光鲜人设的话，光鲜的学历只会成为笑柄，作

为演员的天赋和努力也会因学术失信而蒙尘。

作为导师，对学生的造假行为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时下，一些导师本身浮躁、功利，学术态

度不端正，拿学术当生意，以“老板”自诩，将学生

看作为自己“打工”的，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误入

歧途”。同时，有的导师“同情心泛滥”，护犊心切，

基于就业压力考虑，不去严厉惩处学生的学术造

假行为。长此以往，助长了学术界的“追名逐利、

急功近利”之风。因此，作为导师，首先自身要正，

耐得住“清贫寂寞”，潜心钻研学术，为学生做好示

范；其次，扮好“第一把关人”角色，对学生科研过

程保持密切关注，及时监督学生对待科研的态度

和看法，尽早制止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

学校应建立严密的学术审核制度，让造假行为

“无空可钻”。在翟天临事件中，有网友提出质疑：

从开题、调研、撰写，到审查、盲审、答辩，一篇博士

论文的产生，环节很多，但为何会失守？显然，这说

明一些高校在论文审核制度方面还存在漏洞。学

术造假，是一种腐败；监管不严等于纵容犯罪。对

于高校而言，应该构建监督网络、设立奖励举报制

度，让造假行为无处“藏身”。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今天，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

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大

背景下，学术诚信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部

分，比黄金更可贵。唯有牢牢守住这一底线，才能为

高等教育的发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才能让

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5

学术诚信比黄金更可贵

别拿“最终解释权”当“护身符”

宁波市奉化区张先生近日在某网吧办理了

会员卡并充值 200元，以会员价消费了 40元后想

退卡，并希望退还卡内余额 160元。而网吧经营

者以会员卡上所附说明“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

有”为由不予退卡，张先生无奈下拨打 12315 投

诉。（见2月18日《宁波日报》）
“最终解释权”违背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合

同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霸王条款”。早在 2010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合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理办法》就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最

终解释权”为借口，侵害消费者的权利。也就是

说，商家的“最终解释权”是无效的，不具有法律效

力，并不能免除商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不少消费者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有的

并不知道“最终解释权”是不合法的，面对商家

的“解释”往往以沉默面对，少有消费者较真维

权。市场监管不力是“最终解释权”泛滥的一个

重要原因。如今，大到商家的宣传海报，小到简

短的顾客须知，“最终解释权”的字样几乎随处

可见，而对这种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

为，相关部门却没能够及时纠正制止。

要想杜绝这种“霸王条款”，既需要商家诚

信经营，也需要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而更

关键的是必须加大监管力度，加大打击力度并

提高违法成本，真正让不讲诚信、违法经营者付

出应有的代价。1 （刘予涵）

近日，西安有环卫工反映春节期间加班，但未拿到假日三倍工资。此前《华商报》
记者采访环卫工，30名中仅6人表示收到三倍工资。西安市人社局回应称正督促落
实待遇。5 图/朱慧卿

莫让假新闻伤害真爱心
日前，贵州省榕江县一个《春节后父母离乡

打工，留守姐妹一路狂追倒地哭喊“妈妈别走”》

的视频在网上疯转，戳中了无数网友的泪点。

不过，当地政府调查后称，该视频是拍客为吸粉

所拍的假新闻，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见2月
18日《贵阳晚报》）

小女孩哭喊妈妈，明明是因为当天其母亲

没有带她出去玩，拍摄者非要将这一场景与留

守儿童现象扯到一起，编造女孩哭喊是因为父

母春节后离乡打工的谎言。拍摄者为了吸粉不

顾事实，已超出了所谓的“开玩笑”范畴。笔者

以为，不是所有玩笑都可以随便开的，如果超出

了限度，这样的玩笑开多了，若以后有人真拍了

关爱留守儿童的短视频，还怎么让人相信？

拍客要吸粉和提高点击率搞一些奇思妙想不

是不可以，但得用对地方。不然，靠编假故事，“造”

留守儿童哭喊的假新闻，让网民信以为真，势必

会伤害众多网民的真爱心。希望相关执法部门

对此事责任者严肃批评教育，乃至依照法规给予

相应处罚，这对大家也是一个警示。否则，拍客造

假新闻之事会禁而不止，后患无穷。5（周家和）

□本报记者 李悦

2 月 17日凌晨，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ONE冠军赛“狭
路相逢”大型格斗赛事头条主赛，ONE雏量级世界冠军
争夺中，来自周口的“泰拳小子”韩子豪，经过五回合激
战，最终依然点数不敌泰国著名的拳王侬奥·盖洋哈道，
无缘成为中国第一位男子 ONE世界冠军。

今年 23岁的韩子豪，从小就练习武术套路和散打，
在接触泰拳后很快就被当作种子选手，在 14 岁时远赴
泰国学习泰拳。经过近 10 年的磨砺，韩子豪从一名青

涩少年成长为中国泰拳第一人。此前他的战绩为 60胜
15 负，并摘得了 TOP KING 泰拳世界冠军头衔。加盟
更具影响力的 ONE 冠军赛之后，韩子豪除了首战遗憾
失利之外，随后在三个月内三战三胜，先后击败“希腊炸
药”斯特格斯·马力诺斯、菲律宾 6 届泰拳冠军瑞恩·杰
基里以及马来西亚冠军阿兹万·车维尔，最终获得了争
夺金腰带的资格。

从实力上来说，韩子豪绝对有问鼎ONE金腰带的实
力，他的对手侬奥虽然曾 5度夺得世界冠军，两次成为世
界年度最佳选手，但毕竟已是 32岁的老将，状态已过巅

峰时期。有鉴于此，韩子豪在赛前也是信心满满，希望能
在比赛中KO自己的儿时偶像。

只可惜，锐气十足的韩子豪一开局就遭遇对手的
精准打击，老辣的侬奥抓住一次完美时机利用肘击将
韩子豪击倒，被裁判读秒。这一意外的打击，也打乱了
韩子豪的战术安排，虽然此后的比赛，韩子豪利用自己
的体能优势频频主动发起攻击，但侬奥凭借严密的抱
架防守，让韩子豪的重拳优势始终无法发挥出来。在
顶过了韩子豪在第二、第三局的猛攻后，经验丰富的侬
奥始终掌控着比赛的节奏，并最终依靠点数优势夺得
了 ONE 金腰带。

纵观整场比赛，韩子豪除了防守方面的问题外，最大
的弱点就是经验不足，缺乏对比赛的掌控力，被对手带着
节奏打。对此，韩子豪赛后也承认，自己确实有点轻敌，
忽视了侬奥经验方面的优势，被对手打乱了节奏。

好在，虽然遗憾地没能成为中国第一位男子ONE世
界冠军，但年轻的韩子豪依然还有大把的机会去追逐自
己的顶级冠军梦想。身高腿长、作风凶悍的他，从各方面
来看都有成为顶级泰拳手的良好条件。侬奥在评价韩子
豪时就表示，“他输给我的主要原因是，他太年轻，缺乏经
验。在我看来，韩子豪在泰拳的这条道路上会有非常美
好的未来。”

而斗志依然满满的韩子豪也希望接下来能多打一
些比赛，在积累更多的经验后，半年内能够再次挑战侬
奥。⑥9

苦战五局点数惜败

韩子豪离顶级冠军金腰带还有多远？

体彩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于 2月 20日（第 19019期开
奖）起正式实施。与此同时，如果当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
于15亿元，“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将同时启动。据了解，
在“特别规定”期间，购彩者若中出一等奖、二等奖，奖金将
更加丰厚。

从“特别规定”期间浮动奖奖金分配的情况来看，假
设一等奖、二等奖中奖注数不出现“井喷”，一等奖单注
奖金在此期间将一直保持封顶状态，二等奖奖金将明显
增厚。

“特别规定”期间，一等奖的奖金总额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当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22%与奖

池中累积的奖金之和，单注奖金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
封顶500万元。以第18074期为例，开奖前的奖池累积为
59.72亿元，当期销售为 1.99亿元，共开出一等奖基本 11
注、追加10注。假设是“特别规定”期间，第一部分奖金当

期浮动奖奖金的22%与 59.72亿奖池资金之和，由11注基
本投注和10注追加投注按注按比例分配，毋庸置疑，基本
投注单注奖金肯定为封顶500万元。

第二部分：为第一部分分配后的剩余奖金，单注奖金
按注均分，即：当期浮动奖奖金的 22%与 59.72亿奖池资
金之和，经第一部分分配后，再次由 11注基本投注和 10
注追加投注按注按比例分配。很显然，第二部分基本投注
单注奖金也为封顶500万元。

也就是说，只要一等奖中奖注数不出现“井喷”把奖池
清空的情况，“特别规定”期间，基本投注一等奖奖金将一
直保持封顶1000万元的状态。追加投注一等奖奖金将保
持封顶1800万元。

二等奖奖金将明显增厚。新规则常规情况下，二等奖
的奖金分配比例为22%。而在“特别规定”期间，二等奖奖
金总额为当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78%，单注奖金

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封顶 500万元。
“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中规定，若超级大乐透某期

计奖后奖池资金不高于 15 亿元，则自下期起不再施行
特别规定，即使奖池资金再次高于 15 亿元，也不再施
行。 （陈敏）

韩子豪（右）点数惜败。 本报资料图片 韩子豪（右）重拳优势没有发挥。本报资料图片

体彩大乐透新规则解读❷

“特别规定”期间一、二等奖增厚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2月 17日，为期 3天的“全民健

身 幸福中原”2019年河南省迎新春气排球联谊赛在新安体育
馆落幕，来自全省各市、直管县共46支代表队500余名气排球
运动爱好者为新安观众献上了138场激烈角逐。

气排球运动近年来发展迅速，爱好者众多。本次比赛由
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新安县人民政
府承办，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三个组别进行。比
赛现场争夺激烈，引得场外观众连连欢呼、掌声不断，气氛非
常热烈。

近年来，新安县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高标准建设了
体育馆、游泳馆、网球馆等体育设施齐全的新安体育公园，又
在城区附近公园和游园建设了一批体育基础设施，有效促进
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和普及，先后荣获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
位、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河南省首
批全民健身示范县等荣誉。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黄晖)2月 18日，郑州市2019年民间
文艺大赛舞狮展演暨狮王争霸邀请赛活动隆重拉开帷幕，
1000多名舞狮爱好者用精彩的舞狮表演迎接元宵佳节。

本次活动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主办，郑州文化馆、郑东新区教育文
化体育局、河南省龙狮龙舟运动协会承办。来自郑州、平顶山、
安阳、濮阳、焦作、许昌、周口等地40多支舞狮队的200余只雄
狮欢腾绿城，将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装扮成了欢乐的海洋。

舞狮在我国历史悠久，欢快的舞狮活动不仅在国内的年
节、庆典经常可以见到，还随着华人的迁移而传播世界各地。

在河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民健身的深入开
展，近年来民间舞狮队伍数量不断增多，表演水平也不断提
升，各舞狮队的表演阵容不断增强，最多的展演队伍参演人员
达 200余人。有“中原第一狮”之誉的巩义市小相村小相狮
舞，还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几十只雄狮在近
20米的高架上跳跃腾挪，场面极其壮观。

今年的展演增加了狮王争霸赛环节，代表队中既有代表
河南省在全国比赛中摘金夺银的高手，也有在省内比赛中屡
夺桂冠的高手，舞狮盛宴令观众大呼过瘾。⑥11

狮王争霸闹元宵

舞狮技艺高超。⑥11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五百气排球爱好者新春战新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