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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今天上
午挂牌成立，原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
技术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学院将
从2017年开始招生，第一年计划招生
400名，第二年计划招生2100名。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是海南
省文体厅整合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
技术学校及相关体育资源而设立的
专科层次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体育

职业院校，2016年初获得海南省政府
批准成立，并通过了国家教育部的备
案审批。

省文体厅厅长丁晖在挂牌仪式上
表示，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成立，
实现了海南几代体育人的夙愿，是我
省体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也标志着
我省体育事业步入发展的新征程。

海南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是海
南省第一所集体育职业教育、省级运

动训练、体育科研三位一体的唯一一
所高等体育职业院校。学校将秉承
科学管理、坚持特色、强化品牌、服务
社会的发展理念，依法开展高等体育
职业教育，培养高层次体育人才；实
施国家奥运争光计划，组织省级运动
队训练，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代表海南
省参加国内国际各类比赛，为国家队
输送高水平运动员；开展体育科学研
究、反兴奋剂及运动医疗康复等体育

工作。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将结合

市场需求，初期将开设运动训练（举
重、拳击、跆拳道、沙滩排球、田径、帆
船帆板、高尔夫项目）、休闲体育（水
上运动方向）、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健身指导与管理4个专业。根据社
会需求培养专业体育人才，加快改革
发展，推动海南体育事业和海南体育
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更好地为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

据了解，学院将在省政府的指导
下加强办学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已
与德国Cotta Schule 体育学校、美
国举重协会等学校和社团初步达成
国际交流合作意向。学院计划在办
学的第二年面向东南亚“一带一路”
国家招生，推动学院的国际化发展。

副省长王路参加了挂牌仪式。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
初期开设4个专业，明年计划招生400人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许
春媚）2016观澜湖足球高尔夫亚洲
杯今天在海口观澜湖的叁号球场落
幕。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日本选手
包揽个人比杆赛前3名，中国选手刘
梦扬抓9鸟，以143杆（-1）的成绩名
列第6名。团队比杆赛，中国队以总

杆数152杆成绩获第3名。
在亚洲杯个人比杆赛中，日本选

手桑田宽之两轮比赛排在首位，以总
杆数133杆（-11）的成绩夺冠，日本选
手峯尾以总杆数136杆（-8）的成绩
夺得亚军。中国队副队长刘梦扬今天
发挥出色，首洞抓鸟，前9洞有4洞保

帕，后9洞抓3鸟，其他6洞全部保帕，
打出69杆，以两轮总杆数143杆（-1）
的成绩从第10名跃升至第6名。

本次亚洲杯的比赛中，澳大利
亚队和韩国队的成绩并不理想，但
他们表示重在参与，经验才是宝贵
的财富。

观澜湖足球高尔夫亚洲杯赛落幕

日本队包揽个人比杆赛前三名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林永

成）经过18轮的角逐，中乙联赛南区比
赛昨天结束。海口博盈海汉队在主场0：
1不敌深圳人人队，最终名列南区第9
名。两周后，海口博盈队将和北区第9
名盐城队进行排名赛，以确定最终名次。

海口博盈海汉队是中乙新军。第
一次参加乙级联赛，面对中乙的老牌

球队，海口博盈海汉队发挥出了自己
的水平，取得了4胜5平9负的成绩。

在昨天主场队对阵深圳队的比赛
中，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下半场第50
分钟，深圳队在海汉队禁区混战取得进
球。第88分钟，海汉队球员在深圳队
禁区内被扳倒，裁判鸣哨示意海汉队员
假摔。

中乙联赛南区结束

海口博盈海汉队名列第9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王
黎刚）“自在海口·魅力足球”海口首届

“双创”足球主题嘉年华启动仪式昨日
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举行。

本次活动以足球为媒介，组织青
少年和社会团体，以足球赛事的形式
支持和宣传海口双创行动。首届“双
创”足球主题嘉年华活动为期两个月，
设“双创”足球赛即“球王争霸”足球
赛、亲子足球活动、公益活动和足球进

校园活动。本次赛事以绿色、健康、文
明为理念，通过足球比赛共同宣传海
口“双创”宗旨，发扬“双创”精神。

启动仪式后，进行了亲子足球活
动。活动由亲子互动游戏和“百米画
卷”组成，亲子互动游戏分为比谁踢得
准、障碍物过关、三人足球赛。目的是
让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并培养儿童
对足球运动的爱好。

球王争霸”足球赛将于9月至10

月在海口世纪公园5人制足球场举
行。面向社会共招募128支球队，赛
事免费参与。

足球进校园活动将在9月至10月
期间举行，赛事组委会成员和专业足球
教练团队将走进部分海口市中小学。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海口市足球协会、海南第二春足球俱
乐部、城建集团·海口世纪公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承办。

海口“双创”足球嘉年华启动
设“球王争霸”足球赛、亲子足球活动和足球进校园活动

图为小球员在亲子足球活动中。 小良 摄

8月28日，里约奥运会内地奥运精英代表
团的乒乓球、羽毛球运动员在香港伊利沙伯体
育馆与市民互动，并带来示范表演。

图为乒乓球运动员张继科（后）指导粉丝与
李晓霞对决。 新华社发

百名驴友骑游
海口琼山大坡镇

本报讯 8月27日上午，2016海口市琼山
区大坡镇自行车骑游活动在美丽的田心村绿色
慢行道成功举办。百余名骑行爱好者在这里感
受到蜜柚的甜美和琼山美丽乡村的魅力。

据了解，本次活动受到广大骑友的热捧，琼
山蜜柚骑游活动征集骑友的微信一经发出，就
得到了众多骑游的热烈响应。仅仅3个小时左
右，100多个名额就已经被报满。当天的美女
化妆骑行也成为7.8公里派对狂欢路上独特的
一景。 （体讯）

乒羽奥运健儿
与香港市民互动

林丹：会继续打下去
据新华社香港8月28日电 羽毛球名将林

丹28日在香港表示，在职业生涯中遇到李宗伟
这样强大的对手，是自己的荣幸。“李宗伟说过
他会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打下去。”林丹说。

28日，内地奥运精英代表团成员在香港伊
丽沙伯体育馆参与“奥运精英约定你”综艺节
目，与市民亲密互动。在主持人问到未来有什
么打算时，林丹作出了上述回答，引发现场观众
阵阵尖叫，掌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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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人之与人，境界高低到底该如何
评判？最近发生的两则新闻，让笔者
不由得心生感慨，对这一问题的答案
也更加明晰。

一则是关于七十多岁年迈老人
的。万宁 76 岁老人蔡松庭，虽已年
迈，仍然以送煤气为生，59 斤重的煤
气罐，一天要扛几十罐，还要爬楼梯，
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可在8月底的开
学季，蔡松庭老人却做了一件让无数
人肃然起敬的事！在看到贫困学子因

家庭贫困无法凑齐学费的报道后，老
人二话不说，揣着6000多元钱径直来
到银行，按照地址填写了汇款单。老
人的举动，引来了无数人的点赞。

第二则新闻同样是关于学生上学
的。山东临沂的18岁女孩徐玉玉，以
568 分的成绩顺利考上南京邮电大
学，本来多好的一件事。可8月19日
下午，一个171开头的陌生电话，骗走
了徐玉玉 9000 元学费。在得知被骗
后，徐玉玉郁结于心，在回家的路上心
脏骤停，最终不幸离世。一个陌生电
话，带来的竟是一个花季生命的逝去，
一个家庭的悲剧。幕后的电信骗子，
遭到了无数人的谩骂。就在昨天，6
名嫌疑人全部被抓，令人震惊的是，为
首者竟是一个不足22岁的小伙子。

两则新闻，都发生在开学季，都是
关于贫困学子的，也都是有关学费的，
可结果却截然相反，一个美好而温馨，
让人充满感动，而另一个却黑暗而压
抑，让人叹息愤恨。巨大的反差让笔者
久久不能自已，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疑
问是：同样是人，为何差别那么大？一
个身体年迈，但自食其力，而另一个技术
精通，却总想不劳而获；一个竭尽所能资
助贫困学生，而另一个却想方设法骗钱
骗财。同为陌生人，展现出来的情怀，展
现出来的担当，为何竟如此大相径庭？

在反差极大的对比中，蔡松庭老人
的形象更加高大、挺拔。76岁的年纪，
59斤重的煤气罐，在不成比例的工作
负荷下，老人以顽强的生活态度和高
昂的精气神，再次证明了“生命不因年

迈而颓废”；6000元钱，60天的辛苦钱，
600罐煤气的血汗钱，在自己生活本已
拮据的情况下，老人竟捐得干脆、捐得
利落，甚至一捐就是10年，老人以无私
奉献的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了“生命不
因贫穷而逊色”。“阿公的爱是沉甸甸
的”，是的，蔡松庭老人之所以能有如
此感人心魄的举动，就在于“心中有
爱”。因为有爱，所以才感同身受，因
为有爱，所以才急人所急。

事实上，蔡松庭老人是我们身边凡
人善举的一个缩影。在刚刚过去的抗
洪抢险中，为何那么多人不畏风险、奔
赴一线？为何年轻的欧阳文健为了群
众安全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在8月份的
开学季，面对困难学生，为何有那么多
人倾囊相助？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心中

有爱。有爱，才会自觉肩起责任，才会
视他人如亲人。爱，是相互的，对蔡松
庭老人，我们是敬仰的，而对那些唯利
是图的电信骗子，我们是鄙夷的。爱，
就在这爱憎分明中愈益珍贵。

两则新闻的强烈对比，身边凡人的
无私奉献，让笔者深刻体会到，人的境
界之高低，关键在于看他是否有无大爱
之心，一个人能力再大、事业再好，倘若
只为满足自我需求，追逐自我利益，他
充其量是个利己主义者。相反，倘若一
个人心中时时有着为他人的自觉，时时
有着帮助他人的爱心，那么，即便再平
凡、再普通，他同样是一个高尚、纯粹、
让人敬仰的人。而这两者的区别，归根
结底，只在于一个字：爱。爱，让人生更
具张力，人生因有爱而愈加丰满！

人生因有爱而愈加丰满

■ 侯小健

从8月中旬起，海口启动电子警察
抓拍在斑马线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交通
违法行为，启用电子监控的“火眼金睛”
来抓现行，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驾驶人
将被罚100元并记3分。

记者发现，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现象
多有发生，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道路
斑马线，对斑马线上的行人不注意避
让，机动车通过斑马线并未减速，与行
人和非机动车争道，造成路面交通险象
环生。司机驾车经过斑马线不礼让行
人，不仅违反交通法规，更是一种不文
明行为，给交通安全带来重大威胁。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究其原因，
一方面，与一些司机规则意识淡薄有
关，“礼让斑马线”的自觉、自律尚未形
成，潜意识中习惯了“机动车先行”。另
一方面，与交通违法乱象整治不力有
关。在城市十字路口现场执法的交警
警力不足，对冲抢斑马线的查究力度不
够，监控设备也相对缺乏，难以倒逼司

机形成“礼让斑马线”的规则意识。
机动车过斑马线要礼让行人，是

基本礼仪，更是法律规定。《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 47 条明文规定，机动车行
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行
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道路时，应当注
意避让。那么，如何让“礼让斑马线”
成为文明驾驶常态呢？笔者认为，

“软”“硬”兼施，方可奏效。
首先，要出硬招、狠招，强化道路交

通执法，加大对机动车冲撞斑马线违法
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要突破技术瓶
颈，在特定路口路段安装监控设备，实
现科学布控，有效治理，守住“斑马线”
这条行人权益保障线。再次，要加强对
广大司机的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发动更
多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疏导交通、举
牌宣传等方式，引导更多的驾驶员在斑
马线前礼让行人，文明驾驶。

文明之行，始于足下。礼让斑马
线，是城市文明的呈现，也是对生命的
尊重。让我们携起手来，让“礼让斑马
线”成为习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出
行环境。 （作者系本报记者部记者）

据报道，近日，人社部党组发布
的《关于专项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
披露，人社部一名被免职俩月就“复
出”的司局级官员，原任政策研究司
副司长，去年因骗取住房补贴16.5
万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
过处分并被免职。不过，免职俩月
后，该名官员就转任劳动保障报社副
总编辑，行政级别仍是副司级，即原
级“复出”，且工资待遇大幅提高。

这位“原副司长”骗补免职，原本
是咎由自取，理当受罚。骗补16.5
万元，恐怕不仅仅是纪律处分，还应
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让人意外的

是，仅仅两个月后，这名免职官员就
原级“复出”，且工资待遇大幅提高。
这让人难免质疑，官员复出，岂能如
此任性。幸好，此事后来因“干部群
众对此议论较多，现已免去其中国劳
动保障报社副总编辑（副司级）职务，
由劳动保障报社为其安排专项性工
作，执行五级职员相关工资待遇”，而
没有一错到底。这真是：

免职复出薪大涨，
因祸得福好风光；
只把廉政当空话，
反腐岂是走过场？

（图/文 吴之如）

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即将“满月”，但
地方细则的制定却步伐缓慢。最近，有地方陆
续公布网约车管理细则的征求意见稿，在准入
门槛、运营方式上做出严格限制，引发争议。公
众担忧，网约车管理会驶上出租车管理的老
路。（8月28日《京华时报》）

从部分地方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来看，都是
延续对传统出租车的管理思路，采取数量管控、
价格约束、车型标准、报废要求等，显然不愿放
弃旧有的管理思维模式和行政垄断利益，试图
将网约车牢牢控制在政府手里。如此一来，网
约车的改革力度就会被大大削弱，令其丧失原
有的市场竞争优势，沦为昂贵版的出租车。

网约车的优势在于通过信息化技术重塑出
租车行业，将用户与司机连接起来，利用分享经
济的特质，实现分享汽车空闲时间，减少汽车资
源的空置。并能够根据城市交通状况，实时调
节网约车数量，以实现潮汐式动态调整，在打车
需求增大时相应增加数量，需求降低时则减少
数量，从而规避传统出租车数量固定造成的出
行弊端。而且，网约车从一开始就是走市场化
竞争道路，得到广大用户和司机的普遍支持，并
创造了非常大的社会效益和就业机会。

网约车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符合社
会发展未来趋势，而在趋势面前，任何行政垄断
和抵制都是徒劳的。目前，中央政府已经认同
网约车的市场地位，并公布相关管理办法，就是
希望引导“互联网+”经济和分享经济在市场的
轨道上合法发展。

而地方政府在出台管理细则时，也应与管理
办法保持一致，不能逆潮流而行，大搞行政管控，
甚至不惜借助行政力量，维护传统出租车行业的
既得利益。这种做法是不合时宜的，本质上仍是
在固守传统管理思维，不肯舍弃行政管制利益，权
力控制欲望过大，总是想干涉市场竞争。

网约车改革应该是努力做“减法”，减少一切
无谓的行政管制，放手让市场自主调节和选择，尊
重市场规则，在管理办法的大框架下，依法对网约
车进行规范化管理。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出台的
细则，显然是在想方设法做“加法”，权力之手伸得
太长，管得太细。因此，地方政府应严格遵守管理
办法，依照办法出台有利于网约车发展的地方细
则，让网约车运行在市场轨道上。 （江德斌）

别把网约车
管成了出租车

做斑马线上的文明人
地铁安检
岂能“看包下菜”

9月1日起，南京地铁开始全线
安检。据报道，全线安检后，名牌包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向安检员开
包检查无需再过安检仪。

普通包和名牌包都是包，都可能
藏有隐患，理应接受相同方式、相同
等级的安检，为何“名牌包”能享受手
检的待遇，而普通包必须机检？难道

“名牌包”价格高，“包品”就更高，安
全系数也更高？亦或者持“名牌包”
的人更值得信赖，更值得尊重？

再则说，所谓的“名牌包”只是一
个模糊概念，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
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产生分歧。另
外，无论是检查效率，还是查验能力，
安检仪都要强于人工操作，把“名牌
包”交由人工安检，既增加地铁的人
力负担，降低安检效率，也会给乘客
带来更多不便，影响乘客通行效率。
因此，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地铁安检
都不能“看包下菜”。（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