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意大利足球，总是伴随
着一种纠结。

我身边就有位非典型性
球迷，这姑娘号称自己是“意
大利忠实粉”，嘴上却总念叨
着“意大利不行了”。对自己
支持的球队如此不信任，我
怀着质疑问她，凌晨3点你熬
得住吗？她回了句：咱女球迷
一样有“真爱”。

真爱， 当这个令人蠢蠢
欲动的词与“法国”联系在一
起， 忽然间我觉得熬夜看球
变成了一件浪漫的事情。

于是这一夜，我们从晚
饭的辣椒炒肉，吃到了夜宵
的秘制小龙虾 ；从 “4231与
451的区别”聊到了“西班牙
男人与意大利绅士谁更迷
人”；从上半夜替西班牙Ti-
ki-Taka的变味儿而着急 ，
演变到下半夜为意大利的
完胜尖叫不已……

所谓 “真爱”， 往往令
人又爱又恨。 相信不少蓝军
球迷跟我身边这姑娘心情类
似 ， 他们总是高喊 ： 意大
利！ 与这支国家队一样， 老
派而局限。 但他们的行动却
从未动摇， 仍一如既往地深
爱着。

没有想到的是， 这支不
被看好的意大利队， 首场比
赛就给世界排名仅次于阿根
廷的比利时队上了一堂 “高
级讲习课”。在看完这样一场
原汁原味的意式足球后，是
否也唤醒了你心中最美好的
那些回忆？ 比如皮尔洛、托
尼、内斯塔，甚至是因扎吉、
卡纳瓦罗、马尔蒂尼……

如今的意大利队，尽管
“黄金一代”只剩下了布冯，
星味儿淡了、 颜值也降了，
但你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
他们的底蕴 。 而于蓝军球
迷， 只要情怀还在，“真爱”
不曾改变。

� � � � 据新华社巴黎6月14日
电 针对11日俄罗斯球迷在
看台上追打英格兰球迷的
恶劣行为，欧足联14日开出
罚单，俄足协被处以15万欧
元（1欧元约合7.40元人民
币）的罚款以及“缓期逐出
欧锦赛”的处罚。

欧足联在处罚声明中
称，俄罗斯队余下的欧锦赛
比赛中，俄罗斯球迷如果再
在球场内出现类似行为，将
俄罗斯队“逐出欧锦赛”的
处罚就将生效。

欧足联在声明中称，俄
罗斯球迷在11日的比赛中

存在“群体骚乱、燃放烟火
以及种族歧视行为”的不当
行径。

11日英格兰队在马赛
与俄罗斯队战成1比1平。比
赛的赛前和赛后双方球迷
都爆发了冲突。在暴力冲突
事件中， 有大约35人受伤，
其中4人伤势严重， 他们大
多是英格兰球迷。

此次欧足联做出的处
罚主要针对俄罗斯球迷在
赛场内的不当行为，对于赛
场外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做
出明确处罚。此外，英格兰
足总此次并未受到处罚。

15日21时 俄罗斯VS斯洛伐克
16日0时 罗马尼亚VS瑞士
16日3时 法国VS阿尔巴尼亚

观战指南：

瑞典1比1爱尔兰
意大利2比0比利时

昨日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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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最近有篇报道很火，说是官员、基层
公务员的微信朋友圈很 “单一”， 除了工
作，多是转载类文字、图片，很少表露个人
观点、情感，而且职级越高，转发的东西越
少。此报道一出，不少评论跟进，他们大多
从批判角度指出“单一”的原因是官员缺
乏自信，进而呼吁官员应积极“触网”。

“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今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座谈会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 官
员勤上网、 善用网， 更好地察民情知民
意， 健全执政能力， 这当然是大好事 。
不过， 官员微信朋友圈毕竟是自媒体 ，
属私人通信工具， 公众还得给予它适度
的空间。

官员们之所以在工作生活中谨言慎
行， 大多考虑的是身份限制。 同样一句
话， 出自老百姓之口， 众人可以一笑了
之， 但官员讲出来， 就可能招致议论纷
纷，甚至被发酵放大，带来负面影响 。对
于官员而言， 微信上发言必须要处理好
体制约束与网络自由之间的关系， 必须
要掌握职务身份、 专业知识与个人感情
色彩、个性化表达之间的分寸，这些都是
很难拿捏的。因此，官员在微信圈里多看

少说， 不是缺乏自信， 而是一种谨慎态
度、责任担当，这没啥好指责的。

网络极大地方便了人际交往， 但网
上交流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面对面交谈
可以利用肢体、 表情弥补口语表达上的
不足或失准，而网上的文字交流，很容易
因词不达意或理解偏差而导致误解 ，且
难以及时修正弥补。 官员在微信圈谨言
慎行，不搞随波逐流，更不因拇指一动而
无意中做了信谣传谣的帮凶， 也未尝不
是好事。

当然， 身份绝不是官员远离网络的
理由。在微信朋友圈说得少，不等于其他
新媒体手段可以利用得少； 官员的微信
活跃度低， 也并不等于官员的朋友圈就
可以无意义。事实上，不少官员善用 、活
用朋友圈， 将之变成宣传高地、 工作日
志，让党员干部的形象鲜活起来，成为了
密切干群关系的有力举措。咸阳8位县长
开微店卖苹果， 三亚书记市长微信高效
办公，不就获得了公众点赞嘛。

借助网络践行群众路线， 走法有多
种。多察社情民意，多做提炼概括，进而
吸收到实际工作中， 也不失为合适的微
信朋友圈打开方式。总之，收放须有度 ，
显隐皆是情， 这才是官员微信圈恰当的
存在方式。

唐剑锋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
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赞扬李
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
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
的新愚公。 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追
授李保国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35年里，他足迹踏遍
太行山所有山区县。 在他的带领下，
太行山10万群众脱贫奔小康，村民们
亲切地称他“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

年4月10日凌晨，58岁的他突发心脏
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作为大学教授的李保国， 励志
“做太行山上一棵树”。他说，太行山
人民为我国革命和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教授，有责
任、有义务为太行山人民脱贫致富干
几件实事。

“干成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什么
时候想起来，也是值得骄傲的”，这是
李保国的 “事业观”， 也是李保国的
“成功观”。在李保国看来，自己一生
感到最“过瘾”的两件事，“一个是把
我变成农民，一个是把越来越多的农

民变成‘我’”。在他手机存储的电话
号码中， 三分之一以上是农民朋友
的。农民朋友随时随地找这位大教授
释疑解惑。

加快脱贫攻坚、如期建成全面小
康，就得有李保国这样一股愚公移山
的拼搏精神。 没有扎根基层一线，始
终保持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
志，没有干在实处、久久为功的工作
态度，就不可能让“太行的山岭都绿
起来”， 不可能让 “父老乡亲都富起
来”，不可能把在底下跑当成“享受”。

要干事，干成事，就得淡泊名利。
李保国说：“这么多年，名、利，我没追

求过，但到最后我都得到了。我相信，
你只要干点事就行了，终究会有人认
可。”为了推广水果“套袋”技术，他曾
购买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他
去世后，一批批山区农民到他家中吊
唁， 多地农民自发设置灵堂为他守
灵。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这就是
永远矗立的丰碑。

一个人为人民做了好事，他的名
字会变成一种精神，被人记住，长留
人间。 湖南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
期， 确保让全省465万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教在党，
李保国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殷国安

今年部分高校从6月10日起
启动自主招生考核， 全国共有90
所院校组织自主招生测试。

各大学的神题里不仅有引力
波、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阿尔
法狗、“一带一路”、魏则西事件等
社会热点， 更有一些似乎莫名其
妙的“无厘头”题目。例如， 一名
报考外国语学院的学生需要回答
如何看待 “A4腰代表身材好 ”？
《二十四史》的第一史和最后一史
分别是什么？ 如何用4个0来算24
点？ 你知道 《新闻联播》 现在的
主持人是谁？

“神题” 甫出， 舆论一片哗
然， 尤其是考生和家长对这类试
题不理解 、 不赞同 ， 认为不着
调， 甚至有人怀疑， 这种考试真
的能够选拔人才吗？

其实， 所谓 “神题” 看似无
厘头， 却自有道理， 它考核的是
学生的思维能力、 应对能力、 表
达能力， 靠死记硬背的老办法是
没用的。 正因为如此， 此类试题

也为国外大学所青睐。 英国牛津
大学曾公开过一份由导师提出的
面试题样本： “为什么人有两只
眼？” “为什么很多动物身上有
斑纹 ？” “诗是否应难懂 ？” 而
“将一把斧头成功卖给美国前总
统小布什”， 则是布鲁金斯学会
给出的一道考题。

这种考试与传统的考试方式
不一样， 最大的区别是没有标准
答案。 学生为这类试题抓瞎， 因
为我们的教育多以灌输性为主，
所有问题都有标准答案， 对于没
有标准答案的试题当然就会很不
适应。 殊不知， 这正是我们教育
的基因性缺陷： 老师习惯告诉学
生标准答案， 学生热衷于接受老
师传授的标准答案。

如此看来 ， 大学自主招生
的 “神题 ”，可以倒逼应试教育
改革 。 让大学生接受新的教育
基因 ， 把被动接受现成的标准
答案改变成自己去寻找不同的
答案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不仅
需要教育改革 ， 更需要社会大
环境的配合 。

高亚洲

自2015年8月辞职离开益阳市招商局
副局长职位至今，前羽毛球世界冠军龚睿
那已习惯了往返于长沙到深圳、香港的行
程。作为创业者，她的事业在长沙，但只要
有空，她乐于这样的往返劳顿，“因为我的
两个孩子都在香港上学， 他们想妈妈，我
也离不开他们……”她想让自己的孩子能
跟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每天吃到妈妈
做的早餐”。

从局长到创业者， 龚睿那的职业转
型故事或许已不新奇， 但她作出选择的
理由却足够让人慨叹———想让孩子每天
都能吃上妈妈做的早餐。 恰恰是这样朴
素而真实的情感诉求， 让我们看到她作
为一个世界冠军的真性情。

当然， 不必高蹈抒情龚睿那的舐犊
情深。 每一个为人父母者， 或许都曾闪
现过这样真实而朴素的念头， 只是并非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 。 即便如此 ，
龚睿那的选择仍然值得学习。 在名利与
情感之间， 你能做到像她这样不服膺于
名利， 而尊崇内心的选择吗？ 能够抛弃
世俗的评判标准， 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
活吗？

有时我们总在慨叹，生活不易，眼前
的苟且太多，所以无从抵达诗意与远方。
但细细想来， 恐怕更多地只是源于内心
欲望的羁绊。在物欲横流中，能以平常心
看待身边的名和利，本身便是一种修行，
这与地位、身份无关。

当我们谈论龚睿那时， 不仅仅是要
以平常心去看待她的选择， 更多的是汲
取这种平常心背后的人生态度。 不是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龚睿那，但是，每个人都
可以用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每一个选择 ，
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平和 ，或许会发现 ，
抵达远方和诗意，其实并没那么难，生活
中的平淡、从容，才是最真实的幸福。

收放须有度，显隐皆是情从教在党，当如李保国

生活不易，听从内心

“神题”倒逼应试教育改革
新闻漫画

� � � �因为一则“母亲偷鸡腿给生病女
儿”的新闻，山东女子刘燕近来成为
焦点人物，也让她和孩子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爱心捐助，患有肾病综合征的
女儿得以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接
受全面治疗。“求求你们把我的事也
向媒体报道报道吧！是不是因为我们
没有偷东西呀？” 同在这家医院的内
科52病区，有两个患严重肾病女儿的
母亲王玉琴向记者表示。

“偷鸡腿救女”让当事人深陷道
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个
小偷吗？” 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
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此如何
防范他人心理失衡去效仿？

过于依赖媒体和社会同情，不仅
可能导致求助变形，而且可能让社会
心态异化。 面对特殊群体的需求，相
关救助制度的“兜底”至关重要。

文/朱慧卿 图/房清江

民间救助不能只靠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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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姜是老的辣， 酒是陈的香。 6月
14日， 不被看好的“老司机”意大利队
2比0完胜比利时队———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老司机”给
“高富帅”露一手

女球迷情笃“意中人”
蔡矜宜

“缓刑”
俄罗斯队受罚：球迷再闹就出局

� � � � 守门员、 队长布冯是意大利队的精神领
袖，他已是连续第4次参加欧洲杯。 新华社发

看 法

� � � “操纵抽签是可行的，国际足
联没有 。 但我在欧洲赛事见到
过 。抽签前 ，他们会把一些球放
进冰箱里，当抽签嘉宾摸到球的
时候 ， 就能知道这个球是冷是
热，进而确定应该选哪个球。”

6月13日, 前国际足联主席
布拉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说 法

活儿更好

� � � � 本届欧洲杯， 意大利队平均年龄
28.57岁， 是所有球队中第3高龄的球队，
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 平均年龄更是达到
31岁零169天。 相比之下， 比利时队是本
届杯赛第4年轻的球队， 平均年龄为25岁
零8个月。

但在足球场， 年轻、 能力强， 并不代
表着更会踢球、 活儿更好。

足球场上的活儿是种综合能力， 不仅
仅是指脚下技术， 还包括意识、 对抗以及
心理状态。

面对意大利队大叔级的防守线， 阿扎
尔、 德布劳内等“高帅富” 频吃“哑巴
亏”。 当意大利队连连打出快速反击时，
速度更快的比利时队却望“球” 兴叹。

国内知名球评张路谈到本场比赛时
说， “意大利队是有思路有想法的， 想得
到， 也传得准。 而比利时队太粗放了， 很
少有目的明确、 传得准的传球。 比利时队
的打法， 打弱队还可以， 打意大利这样经
验丰富的球队就不行了。”

配合更强

� � � � 本届欧洲杯， 比利时队的身价高达
4.68亿欧元， 远超意大利队的2.63亿欧
元。

把球员拿出来， 比利时队是一个比一
个大牌， 身价一个比一个高。 意大利队则
星味全无， 唯一能拿出手的球星还是已经
38岁的布冯。

但当两队的球员组合起来，
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化学反应。
比利时队球星多， 个人能力强，
但组织相对混乱； 意大利队突破
少， 但传球精准， 效率高。

比赛中， 意大利队的两粒进
球， 无一不是完美的团队配合打
成。第32分钟时，意大利中后卫博
努奇在后场突然送出一脚精准长
传打到比利时队防线身后，贾凯里
尼机敏地插上一停一射，将球送入
对方球门远角。 伤停补时阶段，佩
莱在一次快速反击中接坎德雷瓦
的右路传中，凌空抽射将球打入空
门，帮助蓝衣军团锁定胜局。

进球功臣贾凯里尼认为 ：
“比利时队的个人素质极高， 他们
可以在一对一的时候对你形成威
胁。 所以当我们拿到球时必须互
相配合， 以此形成威胁。 每一场
比赛我们都是11个人在场上拼搏，
但是替补席上的12个人也都想上
场厮杀。”

� 经验更足

� � � �欧洲杯赛前， 比利时队公认为夺冠热
门之一。 因为他们近两年表现出色， 世界
排名已飙升到欧洲第一、 世界第二， 仅次
于阿根廷队。

但回顾比利时队近十几年的战绩， 实
在乏善可陈。

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16强被巴西队
淘汰后， 比利时队已经连续缺席两届欧洲
杯、 两届世界杯的正赛。 只是在近几年，
随着一批青年才俊的涌现， 比利时队才异

军突起。 但除了2014年的世界杯外， 他
们的大赛经验并不丰富。

而意大利队是足坛久负盛名的传统劲
旅。 无论是球队自身的底蕴， 还是目前这
批老炮儿的经验， 都不是比利时队可以比
拟的。

从比赛来看， 准备更加充足的意大利
队显然摸清了比利时队的进攻和防守，踢
得更加沉稳。 而比利时队不但找不到破解
意式防守的“钥匙”，更是缺乏临场的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