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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不遮不掩亮家丑，不容易！
!!!:;)<=>?@"ABCD#EFG!HIJ

本报记者 !"

!自亮家丑"说出#我们错了$并非易
事% &!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但已有大片
的梨花'苹果花绽放"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主办的 !杜绝虚假新闻' 增强社会责
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研讨会在此举
行"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南国早报)编委蒙
曦在会议间隙"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耳听
为虚" 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办报纸难免出
错"但出了错不敢承认就是错上加错了%

K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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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错了* &"在深入开展!杜绝虚假
新闻'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
设&专项教育活动中"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日
前自曝家丑"将旗下的(广西日报)'(南国
早报)'(当代生活报)'(南国今报) 近年来
出现的虚假新闻等案例"归纳点评后"编印
出版了(我们错了)一书%

(奇* 桔子树上结南瓜)是(南国早报)

"##$年 %月 &日头版刊发的消息" 并配有
照片% 报道称!记者在玉林农业学校的果场
里看到" 有一株柑桔树居然长出了一个南
瓜"瓜体直径足有 '#厘米大"形同葫芦"瓜
顶上长出了一片桔子叶% 据该校邱老师介
绍"该校种植有 (亩柑桔树"其中温州柑有
(#多株"每年 $月开花挂果"果树下间种有
南瓜"同是 !月开花结瓜++&

这则消息见报当天一早" 即遭到广西
一科研单位的质疑" 认为在目前的科技水
平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从植物生长的
科学角度看"桔子属于木本芸香科植物"而
南瓜则属于藤本葫芦科植物" 这两种植物
的亲缘关系相差太远% (南国早报)总编辑
认真地问撰稿的见习记者,!到过实地没
有- &记者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见% 报社即
派出部门负责人带着记者与几位农科专家
一道" 赶赴玉林农校的果场" 进行实地调
查% 车上"记者还说他到过现场"但到了一
个岔路口时" 车子该走哪条路" 他却不知
道"这才承认未到过现场"而是在通讯员稿
件上署名"谎称自己采访过%农科专家赴现
场后发现" 桔子树上结南瓜是有人出于好
玩或其他目的" 把桔子树枝削尖后插上小
南瓜"!导演&出这个!奇观&%

(我们错了)对此点评说"记者本人未
到现场"轻信通讯员之言"在通讯员来稿上
署名"导致假新闻出笼"造成恶劣影响% 如
果!#$%&"多一点植物学方面的常识"

这个错误也是能够发现并避免的, 两种生
长习性完全不同的植物" 在目前的科技水

平下"怎么能够!嫁接&呢-

!办报纸不应该回避自己的过错"错了
改过来就好.办报纸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来不
得半点马虎"这是做人'作文的要求% &(南国
早报)总编辑蒋钦挥在此书的!开场白&中写
道,!我们把自己的错误'失误总结出来"就是
为了把报纸办得更好"这是我们的目的% &

!每一个差错"都教育我们如何改正错
误"避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我们错
了) 一书也刊发了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李启瑞的观点% 他认
为"新闻工作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决不能
随波逐流泯灭职业精神"!现代社会" 各类
信息鱼龙混杂" 新闻报道难免会有这样那
样的问题%出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关键是不
要文过饰非"不要选择性失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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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日报传媒集团的自亮家丑立即引
起网民热议%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腾讯
网' 南海网等知名网站也纷纷对此展开报
道"并引发网民关注%今天下午 !时 )(分"

记者百度关键词!我们错了 广西日报&"相
关页面已达 !*#"万个%

人民网网友任桂瞻评价说,!伟大的
(我们错了)"充满着伟大的自我批评精神*

(我们错了)必将唤醒和警醒媒体和媒体以
外&"!

!'"所以称此本新书为/伟大0"并不
是降低了/伟大0的标尺% 想想多年来视线
所及"五花八门的书海中"大多是出自某种
目的与功用的自我标榜和吹嘘% 真正能深

刻地反映生活特别是敢于自我揭丑的"绝
对是寥若辰星% 相比之下" 此书当然位于
/伟大0之列% &

!假新闻屡屡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不外
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新闻记者为
了完成工作考核目标"为了自己的工资'奖
金以及各种福利" 而放弃新闻工作者应该
恪守的新闻职业道德% 二是有关的新闻编
辑"对于假新闻的真实性把关审核不严"致
使假新闻出笼% 三是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
的今天"某些媒体为了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为了提高自己报纸的发行量" 不是靠新闻
的真实性赢得读者%而是靠道听途说'靠小
道消息'靠低级趣味'甚至于靠八卦消息花
边新闻来赢得读者%&新华网网友季建民撰
文认为,!自揭伤疤的勇气无疑是新闻媒体
杜绝虚假新闻走良性发展之路的一剂良
药" 新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更需要媒体有
自揭伤疤的勇气% &

人民网网友蒋能发帖称,!老百姓拿报
纸'电台'电视台当教科书% 因为我们的媒
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党和政府%如果
传播虚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影响"政府
的信用和信任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新闻
战线如此"政治经济如何- 所以"我们应当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子路闻过则喜'大禹
闻善则拜% 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
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有自我反省精神%&

广西新闻网网友!秋叶&表示,!做人最
怕的是麻木不仁"对什么事都无所谓"做事
最怕的是隐瞒错误"泯灭职业精神% 当/我

们错了0成口头禅和流行语时"人人都做到
闻过则喜"闻善则拜"那么和谐社会就离我
们越来越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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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报历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一
份报纸面世"要经历编辑'审核'校对'印刷
等多个环节"难免出错% 金无足赤'人无完
人"错了就改"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气度%&

(我们错了)一书同时引发媒体关注%中央电
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 等媒
体纷纷对此事展开报道并盛赞广西日报传
媒集团自亮家丑'积极认错的做法%

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月初主
办的研讨会上"中宣部新闻局'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有关负责人" 人民日报社'新
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
等媒体的代表"以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
学者等"也纷纷就(我们错了)一书中提到的
现象"结合!杜绝虚假新闻'增强社会责任'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媒体交融的背景下"虚假新闻的成
因'传播渠道越来越复杂"对新闻工作者提
出了更高的防范报道风险的要求%&新华社
总编室副主任关心国认为" 新闻工作者一
定要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用严格甚至挑剔
的眼光对待相关报道" 加强记者的现场意
识" 要加大发现差错的奖励刺激力度和处
罚差错的威慑力度" 要建立健全虚假新闻
危机应对意识%

!忠于事实'实事求是是生命"紧跟时
代'心系人民是灵魂"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是品格"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是个性"遵纪
守法'严格自律是作风% &陕西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席尹维祖表示" 每名新闻工作者
都应拥有公正111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诚实111不夸大不歪曲事实" 耿直111不
为压力所迫'不为利益所有的品格"拥有敬
畏事实'敬畏人民'敬畏法律'敬畏组织的
敬畏心及责任感'价值观%

!造假是新闻业的顽症"一些从业者对
新闻的显著性' 反常性的追求远远大于对
真实性的追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
主任张涛甫博士表示% 坚持新闻真实性并
不是一个复杂的要求" 但是个别从业者或
是受相关利益驱动"或是专业水平不济"或
是追求!眼球新闻&"导致虚假新闻时有发
生%他寄予媒体从业者,!常在河边走"难免
会湿鞋"但千万不能/湿身$* &

$T<UV

%

(

!'

)W%

()

!

*+

!

,-#./012345674568

9$:;<=>%?@ABCDEFGHI0

JKLM@NOPQ892RS& M@HI,

-%89:;TUVWX%YZ[\]^_`

ab9cd& efSg4hijAkDE%l

mnopqFgrE& $

%

(

!"

)X3<!%

!!!EYZ[E\EY]&

!

st4uvwkxpyz{|% F}

~�!M@"����NOPQ����`�

���%�����PQ������%o�

���x�%y�

""#

���x�

$%&

��&

$

%

(

!"

)X<!%

!!!^_`'abcd(&

!

��� �¡'

'&&(

¢

%

£

(

  %¤

M¥¦§¨F©4©ª«©¬% [4®%

(�¯°±²³k% ´µ-¥¦¶·¸k¹

)&&&((

Fº�´»¼%½¾�»¿ÀÁÂ$&

ÃÄ�Å% ÅÆ¥¦¶Ç¶ÈkÉÊËÌÍ

[ÎÄ´Ï&¥¦¶ÐÑÒÓÔÕ%É½ÅÖ

Õ[×Ä´Ør& $

%

(

!"

)efgh%

!!!fijklmDEno&

!

� %�Ò)Ù�ÚÛ*Ü0ÝÞßÝ

Þàáâ[ãäåæ¦rçèéê+ -ëì

í%îïÒï%Ù�ÚÛ!ðñò'óô[õ

öÜ0÷øÆùú;kÝÞß% Ù�ÚÛû

üNý,àáâ$kÝÞ& $

%

(

!"

)pH!%

!!!'qrq()'q(stuv&

!

8þ

#

£ÿ�0k@!"#$#�%

&'()*- +,-.Å/k:;0�10

29Þk34++,-.Å/¬%58@!6

789:;´k-.Å6$ó<=>?k

$

@ÅAÈB

*

@Å+ $

%

(

!"

)X<!%

!!!wxwy[E\wz{&

!

õöÜ0Ù×¦C?%PD&EFG-

HIc$�JK+LM%Ü0%NOPD&P

QRSTÙRÈU%#PD&TV`·¸W

:XkYUÞ%Z[kTV`·¸kú\%[

N]ª^Fk_``U-ÿW% Qa½bc

"d10ef+ .$

%

(

!"

)|}!%

!!!~`��������&

!

N���ghÃ% iõjklmc4

+,-

no

%.

pqnrs% tF2u )vw*-

)M@4x*�rs& ÝÞ#yz{|pe}~

+,-

& 4�2���f�k��%&��',�

����T����klÓ��:k0�=

YU%�d-��nì��rs%����û

2��& .$

%

(

!"

)��p�!%

!!!������

()

&

*

A

B

C

D

+

G

�

I

J

,

�

�

�

�

!"#$%&'()

*+,-

!青年侠客陆加贝在行走江湖之前"只是
苗疆五毒教负责配制解药的小工++& 这看
似武侠小说的句式" 却出现在一份高中数学
试卷上% 试卷照片上网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
!很霸气&'!很欢乐&%

*

�����'��(

这份试卷是上海中学!数学周周练&的练
习题% 记者了解到"!数学周周练& 在该校练
习题中以难度大著称" 题目都由本校老师自
行命题%

在学生上传的试卷图片上" 可以看到试
卷共分为 &道题目" 在完整叙述了一个武侠
故事的同时"将数学题融入进去% 例如"第一
题!攻毒&"表面上是叙述!青年侠客陆加贝&

为!五毒教&配制由 (种原料制成的毒药"其
实则是一道排列组合的数学题,!这 (种毒液
单独使用或者任意若干种等量混合使用"可
以调出多少种不同效果的毒方- &

试卷涵盖了包括函数'概率论'二项式'

曲线等高中数学知识" 并将其巧妙地嵌进了
一名青年侠客中毒'解毒'参加武林大会'下
毒害人'忏悔思过的故事情节中%

���`'� ¡¢(�

在这份试卷被传上网络后" 迅速引起了
围观% 不少网友回想起自己当年做的卷子"

都觉得这份试卷!很霸气&'!很欢乐&%

而上传试卷的小陈同学表示" 当时拿到
考卷时"!我们班集体笑了 (分钟" 忍都忍不
住啊% &小陈说"!考试考出乐趣"蛮好的"紧
张感也会消失一些的吧% &一名网友还表示,

!我纵横卷海十数年" 这张卷子还是第一次
见% 我们的老师其实也是小孩% &

'�£¤¥�¦§�(

记者从上海中学学生那里了解到"在
!武侠体&之前"该校的老师还出过(相约星
期六)版'(非诚勿扰)版等题用于!数学周
周练&%

上海中学数学组的一位老师表示"这样
的尝试可能并不为一些同学所认同%据这位
老师介绍"虽然题目出得很有创意"但这样
的练习卷可能会分散学生注意力,!这些故
事对于数学题目来讲" 是太多的无效信息%

周周练是在每周四" 学生们已经很疲惫了"

太多的无效信息放在试卷上"学生可能会不
太习惯% 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出这样的试卷
了% &

这位老师同时表示"由
于周周练的试卷是由数学教
师轮流命题" 因此不同的老
师出卷时会有不同的个性"

但考试的知识点仍然与学生
所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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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南看拳击”是一块可塑的牌子
本报记者 ���

"#))年亚洲杯女子拳击赛将于 (月 %

日至 &日在海口举行% 亚洲拳击联盟执行
主任郑国铮日前来到海口" 他将在海口全
程指导和监督本次赛事的筹备' 组织和竞
赛工作% 今天在省赛事中心"本报记者采访
了郑国铮% 郑国铮表示"海南人对拳击运动
充满热情" 海南很适合开展拳击运动"!到
海南看拳击&是一块可塑的牌子%

P¿À¹ÁÂÃÄÅÆÇÈ

海南近两年拳击等搏击运动开展得有声
有色"政府大力支持"企业热情参与和赞助"

举办了不少大赛和活动%郑国铮说"他对海南
的!拳击热&有所闻% !在海口这几天"我充分
感受到了海南各界对拳击运动的热情% &郑国
铮透露" 海南文体厅和海南五指尊拳实业有
限公司在申办此次亚洲杯比赛的竞争中优势
明显"令亚洲拳击联盟等无法拒绝%

郑国铮认为" 海南开展拳击运动有不
少优势% 比如,地理位置好"拿举办亚洲比
赛来说"各国选手到海南来参赛比较方便%

优越的气候条件" 海南一年四季都可以举

办拳击比赛"甚至在户外都可以!开打&% 海
南要建设国际旅游岛" 各国选手来海南参
赛"在签证'交通等方面很便利"也能在海
南玩个痛快"因此很适合举办国际比赛%

郑国铮曾在著名的拳击推广人唐金2

�

 T¡¢£¤k ¥%

3的经纪公司工作过
三年"对美国职业拳击十分熟悉%他说"拉斯
维加斯被誉为拳击圣地"但拉斯维加斯办拳
击赛并非单纯的竞技"而是作为招揽游客的
项目之一%海南开展搏击项目也与旅游紧密
结合"郑国铮十分赞同这种路子%

UÉ¸¹Ê�ËÌÍQÎÏ

谈到海南目前开展拳击运动中存在的
问题"郑国铮认为"主要是缺乏专业人才"

缺乏办赛的经验%

本次亚洲杯比赛的筹备工作" 也让郑
国铮感受到了海南在拳击运动专业人才方
面的缺乏% 他说"他来到海口后"发现许多
工作都达不到他事先的要求% 不过"在郑国
铮的指导下" 目前大赛的各项筹备工作都
已进入轨道"正加快运行% !办拳击比赛"光

有一股热情和干劲还不够" 得有丰富的专
业经验"否则"可能做无用功"效果适得其
反% &郑国铮深有感触地说%

谈到海南举办拳击比赛的硬'软件"郑
国铮认为" 本次比赛的场馆海口体育馆在
观众容量上"对举办亚洲级别的比赛"已经
够了"但配套设施似有不足"场馆也显得陈
旧了些% !其实在硬件上花钱就能建设"但
组织'服务等软件方面的东西"需要长时间
的培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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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亚洲杯拳击赛" 郑国铮介绍说"此
项赛事于去年首创"为一年一届"男女比赛
轮流举行% 此次在海口举行的比赛是第二
届"但对女子比赛来说"却是首届%亚洲杯赛
规定" 亚洲排名前四的选手才有资格参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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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疑是亚洲级别最高的
拳击赛事之一"而且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亚洲
顶尖高手"因此比亚锦赛等更具观赏性%

海南文体厅和海南五指尊拳实业有限公
司准备继续申办接下来的三届亚洲杯赛% 郑

国铮透露说"从申办条件来看"海南很可能没
有竞争对手"有望连续四年举办亚洲杯%

郑国铮认为" 海南要想打响拳击运动
的品牌"应该引进更多的项目"让人们逐渐
形成一种!到海南看拳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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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亚洲杯赛将有 !#名选手参加 )#

个级别的比赛"各个级别每个国家或地区只
限一名选手参赛% 郑国铮透露说"目前已确
定了 )"个国家和地区的 $&名参赛选手%

女子拳击成为奥运会项目后" 各国都
十分重视"近几年发展迅猛% 郑国铮说"目
前亚洲女子拳击以中国' 印度' 哈萨克斯
坦'朝鲜等国的水平最高% 亚洲女子拳击与
欧洲相比整体实力上还有一定差距" 但在
个别小级别上"已达到了世界水平%

中国队有 +名选手参加 +个级别的比
赛"参赛选手从今晚开始陆续抵达海口"备
战本次亚洲杯% 郑国铮预测"中国队整体实
力称雄亚洲" 在此次比赛中有望夺得三枚
以上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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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者从省文
体厅获悉"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海南海钓
网近日正式上线运行" 这是海南成立的
首个官方海钓网站% 广大钓友只要登陆
,--./01222*,3,4*5671834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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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可以查询到最新的海南汛期'适合
海钓的地点了%

去年 +月中下旬"本报推出了一组关
注海南海钓的策划报道% 报道推出后"引
起了省内海钓爱好者和省文体厅的关注%

当时"省文体厅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海南
的海钓资源得天独厚"海南发展海钓产业
大有前途%我们要借助海南日报报道海南
海钓的机会"开始全面调查海南岛适合海

钓的区域"把海南海钓的/家底0摸出来%

我们还准备建一个海南海钓网站"公布海
南海钓最好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具体钓点
和钓位在哪里"让外省和本省钓友通过网
站了解海南海钓的情况% &

海南海钓网下设新闻动态' 海钓线
路'海钓潮汐表'海钓技巧'海钓培训'海
钓企业推介等精品栏目"及时'全面推介
海南海钓运动"宣传推广海钓产业及相关
企业%同时"钓友们可以通过查询该网站"

全面了解海南海钓最新活动'汛期'最佳
海钓点等相关信息%该网站由海南省文体
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南海
网规划设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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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在亚冠联赛小组
赛第四轮中" 天津泰达队在客场 )," 不
敌墨尔本胜利队%在比赛中"主裁判阿里
雷萨纵容墨尔本球员的杀伤战术" 并在
上半时即将结束时吹罚了一个极具争议
的点球% 这个球也成为了泰达败走麦城
的关键一球%

赛后泰达表示将向亚足联提出申
述% 泰达方面表示" 尽管知道申述没
用"但也要表明泰达对于不公正判罚的
态度%

阿里雷萨可谓中国球队的 !克星主
裁&"他在卡塔尔亚洲杯执法中国队对乌
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后" 遭到中国方面
上诉亚足联%而在上一轮亚冠比赛中"山
东鲁能在客场遭遇此君的争议判罚"也
向亚足联进行了申诉" 但申诉被亚足联
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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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中国棋
院消息" 中国棋手古力九段 "#日在韩国
棋院执白中盘战胜韩国棋手许映皓八段"

他和韩国名将李世石九段将在第三届 =>

信用卡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中上演五
番棋巅峰对决%

=> 卡杯赛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项真
正意义的奖金制赛事" 古力和李世石之
间的胜者将赢得 $亿韩元 2约合 )&) 万
元人民币3 的奖金" 负者也将有 ) 亿韩
元进账%

古力曾经七次在世界大赛中问鼎"

在中国棋手中排名第一% 李世石则是当
今韩国棋界第一人"手握 ))个世界冠军

头衔% "<)<年" 广州方面原本有意促成
!古'李十番棋&"为进入亚运会的围棋项
目造势"可惜最终未能成功% 如今"两人
携手杀入 =>卡杯决赛"棋迷们依然有机
会大饱眼福%

值得一提的是"古力和李世石分别是
第一和第二届 =>卡杯赛冠军% 古力和李
世石分别是中' 韩棋界的旗帜性人物"两
人的棋风又都是刚猛之至"因此他们之间
的碰撞格外令人期待% "<<+年"两人曾在
第 )$届 ?@杯决赛中展开三番棋较量"结
果古力 ",<胜出%

!月 "$日至 "&日"古力和李世石将在
韩国进行五番棋争夺"其中 "(日是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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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季 A=B最佳替补奖111

最佳第六人奖"'+日授予了洛杉矶湖人队的
奥多姆% 他因此成为湖人队历史上首位赢得
该项荣誉的运动员%

最佳第六人奖创立于 '+&"!'+&$赛季"

在前 "&个赛季该奖项的得主中"仅有 !人在
拿了最佳替补奖后又接着圆了总冠军梦% 因
此"此间有媒体称"奥多姆捧走最佳第六人奖
对他个人来说肯定是个喜讯" 可对湖人队来
说也许就是坏消息了%

在本赛季常规赛中" 奥多姆场均有 '!;!

分'&;%个篮板和 $次助攻入账" 阵地投篮命中
率为 ($""达到了他 '"年职业生涯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