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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之子捡垃圾，不止是孝
近两年，三门峡的这名中学老师在黄河公园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记者 房琳 通讯员 颜钊 文图

约定共建
“名城名校”

7 月 13 日，三门峡
网友“阳光花卉”在微
信朋友圈转发“一名男
子在黄河公园内坚持
捡垃圾”的消息，并配
发图片。消息传开后，
有网友称，该男子不仅
义务捡垃圾，还帮在公
园干清洁工的母亲干
活，实在是一个“有情
有义”的好男儿。
该男子何人？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近
日，大河报记者来到三
门峡市黄河公园调查
核实。

郑州市政府与郑州大学签订协议
□记者 王迎节 通讯员 王璐

李新安帮母亲把垃圾倒入垃圾箱

[现场]
不管是果皮还是狗便便，他都捡起
7 月 14 日清晨 6 点多，天气
闷热。
在三门峡市黄河公园中门
广场晨练的人群中，大河报记
者见到一名身高 1．8 米左右的
男子，穿着一身蓝色运动装，手
拿两个塑料袋，左顾右盼，一蹲
一起，捡拾地上的垃圾。他就是
被网友拍下的男子，名叫李新
安，今年 37 岁，是三门峡市湖滨
区高庙乡大安中学的老师。
记者观察到，不一会儿，李
新安手中的两个袋子已经装
满垃圾。将垃圾倒进垃圾箱，他
再次转悠捡拾。在一个廊亭处，
地上散落着许多瓜子皮，李新

安用一个塑料袋将瓜子皮拢成
一堆，
然后装进袋子。
随后，在广场的一处，李新
安看到一堆狗便便。他毫不犹
豫地拿起一张纸，捏起便便装
进塑料袋。
李新安告诉记者，近两年
来，他几乎每天清晨都会来到
黄河公园晨练，顺便带上塑料
袋义务捡垃圾。
看到网友拍的照片，李新
安说，他母亲是黄河公园的一
名清洁工，负责中门广场的卫
生。最近天气炎热，因担心母亲
热着、累着，便专门来帮忙捡垃
圾。
“ 网友拍的，是我帮母亲捡

垃圾的场景。”
李新安说，他母亲的卫生
区面积为三四十亩，
“ 如果母亲
一个人打扫，从早上 5 点多要干
到 9 点，我来帮她，7 点就能干
完”。
此时，在一旁晨练的一名
女士见记者在拍照，便说：
“我
天天见他捡垃圾，这样的好人，
应该好好宣传。”
李新安的母亲告诉大河报
记者，李新安十分孝顺，“这
么热的天，我并不想让孩子来
帮我，但是他执意要来，怕我
受罪”。

本报讯 倾全市之力，助推
高校发展！昨日，大河报记者
从郑州大学获悉，郑州市人民
政府与郑州大学签订了共建合
作协议，双方约定将以“名城名
校”为目标，实施共建，以校兴
城、以城育校。
记者了解到，政、校之所以
携手，是基于当前郑州发展的
大环境。
“ 当前，中原城市群上
升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全国
七大城市群之一，郑州正在加
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的需求十分迫
切。”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马懿说，推进郑州大学高水平
大学建设，关系到我省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大局，关系到郑州
科技创新能力和城市竞争力的
提升，
是郑州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此，郑州大学党委书记
牛书成表示，多个国家战略集

聚郑州，为郑大建设高水平大
学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深厚土
壤，也对郑大提出了扎根郑州、
更好地服务郑州的新命题。
根据协议，合作将着力加
快郑州大学建设发展，使郑州
大学的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形
成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和创新驱
动发展体系；全面促进郑州大
学人才、科研与智力等创新资
源与郑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
度融合，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构
建校地融合发展共同体，实现
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
共赢、共同发展。
“学校将围绕‘名城名校’
的建设目标，积极融入郑洛新
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培养一流
人才，提供一流服务，在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文化引领、
科技支撑作用。”郑州大学校长
刘炯天说。

许昌近千人畅游鹿鸣湖
启动“全民游泳健身周”

[网友]
他已在公园坚持义务捡垃圾快两年
大河报记者经过多方打
听，找到了拍摄李新安捡垃圾
的网友。她叫王苏霞，是三门
峡市的一名人大代表。
“我跟他并不认识。有快
两年时间了，我几乎天天早上
看到他在黄河公园的角角落落
捡垃圾，不仅在广场，走到哪儿
捡到哪儿。我偶尔还跟踪过
他。”王苏霞笑着说，照片是她
于 7 月 13 日清晨拍的，转发朋

友圈后仅半小时，便有 60 多位
网友点赞。
当得知所拍照片是李新安
帮母亲捡垃圾时，王苏霞更是
称赞不已：
“ 他不仅一直坚持义
务捡垃圾，最近这么热的天，他
还 帮 着 母 亲 分 担 ，是 个 大 孝
子！”
“向这位无名环保大使致
敬！”
“ 我这两天也看到了这名
环保使者，值得我们学习！”

面对网友的称赞，李新安
呵呵一笑。
李新安说，当他看到有人
随意乱丢弃垃圾时，都会上前
劝说。
“如今环保工作十分艰巨，
我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这么做，
只是尽了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能共同保
护环境，留住三门峡的碧水蓝
天。”

无人超市、共享经济等需接受考验
□记者 丁倩
见习记者 何洪帅
本报讯 7 月 15 日，国家宏
观经济趋势与中原区域发展高
峰论坛在郑州举办，据悉，此次
论坛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主
办，复旦大学 EMBA 河南同学
会承办。此次论坛对 2017 年
下半年及 2018 年宏观经济形
势进行了分析与展望，并对马
云的新零售——
“淘咖啡”
（无
人超市）、共享经济等时下热点
进行了剖析。
无人超市会成为新零售的
主流业态吗？复旦大学长三角
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企业

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持否定
态度。他指出，无人商店等新
经济现象，虽然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年轻消费者猎奇消费的需
求，但从本质上来讲，零售等服
务业不仅仅是一种买卖行为，
更多的是一种休闲消费，这就
决定了有人参与、交互服务的
服务业才具有根本的生命力。
未来，新零售（无人商店）等虽
然会成为一个小众业态，但不
会成为行业主流业态。
排队刷脸、货币支付，无人
超市对年轻人的确有一定吸
引力。
“ 但服务业最重要的一点
是人与人打交道。”张晖明教授
表示，现在的大卖场已不是简

单的买卖场所。
此外，与无人超市一样作
为新经济业态的共享经济，在
中国出现潮涌现象。
“ 共享经济
本质上就是分时租赁。”张晖明
教授指出，共享经济泡沫严重，
至今尚未有企业盈利，未来行
业发展走势如何、谁能从行业
烧钱大战中胜出仍有待观察。
无论是无人超市还是共享
经济，新经济业态在中国的发
展仍需要接受考验。
据悉，此次论坛活动也是
复旦大学河南同学会的成立仪
式，并于现场公布第一任会长
由复旦 EMBA 校友、华信期货
总经理丛龙云先生担任。

□记者 杜文育
实习生 张艺潇 文图
本 报 讯 7 月 15 日 上 午 ，
2017 年全国“7·16 全民游泳健
身周”许昌启动仪式，在许昌市
鹿鸣湖体育公园举行，市直各
单位和游泳俱乐部共计 22 支
代表队近千人到场参加。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主题
为“亿万大众游泳、共筑健康中
国”，自 7 月 15 日开始，到 7 月

23 日结束。活动主会场在鹿鸣
湖体育公园，比赛项目主要有
游泳比赛、环游鹿鸣湖活动及
救生展示和宣传等，同时在禹
州、长葛、鄢陵、襄城设立分会
场，比赛项目结合当地实际开
展，参与群众预计将突破 5000
人次，
活动规模再创新高。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
游泳中心、中国游泳协会、中国
救生协会指导，许昌市体育局
主办，
许昌市冬泳协会协办。

台北首任知府是临颍人
海峡两岸纪念陈星聚诞辰 200 周年
□首席记者 刘广超
实习生 康飞
本报漯河讯 昨日上午，由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与漯河市人
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合主
办、临颍县政协等承办的“海峡
两岸纪念陈星聚诞辰 200 周年
研讨会”，在漯河临颍县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海峡两岸有关专
家 学 者 、陈 氏 宗 亲 80 余 人 参

会。
据了解，漯河是台北首任
知府陈星聚的故里。陈星聚
1817 年出生于今漯河市临颍
县，他在任台北知府期间，首次
修建了台北城，扶农兴商、办学
兴教、剿匪安民，使台北人民安
居 乐 业 ，深 受 台 北 百 姓 的 爱
戴。光绪十一年(1885 年)，陈
星聚病逝于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