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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我想对您说……”

大河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益起过中秋”活动，即日起征集留守儿童心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电子文书
“一键送达”
当事人足不出户可接收司法文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中秋临近，万家
团圆，留守儿童群体显得更
加落寞。善良如你，有没有
想过为他们做点什么？即日
起，大河报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发起的 2020“益起
过中秋”活动正式启动！除
了为留守儿童送去关爱之
外，还将进一步尝试走进孩
子们的内心世界，以“爸爸妈
妈，我想对您说”为主题征集
留守儿童的心声，为他们独
家定制惊喜礼物。
湖南耒阳，一位名叫钟
芳蓉的留守女孩，因报考北
大考古专业，引发了全国关
注。因女孩当年“留守儿童”
背景成长经历，让很多人感
到心酸。
一个钟芳蓉的背后，是
千千万万留守儿童的日常。
这种复杂且矛盾的情感，会

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
深远的影响。
“如何让留守儿童心中
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得到有效
缓解，是当今留守儿童问题
研究领域一个值得重点探索
的方向。”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负责人表示。
为此，今年的“益起过中
秋”活动以“爸爸妈妈，我想
对您说”为主题，面向全社会
征集留守儿童的心声，鼓励
他们在中秋节期间通过书
信、视频、绘画等各种方式向
父母表白，诉说自己的心里
话。活动期间，还将挑选一
部分表达心声的留守儿童，
组织志愿者、正能量合伙人
为他们送上独家定制的特别
惊喜。活动最后，还将举办
一场“献给爸爸妈妈的中秋
晚会”
，把舞台交给孩子。

爱心征集：
这个中秋，我们“益”起过！
大河报将独家负责此次活动在河南省的落地执行，
在此鼓励留守儿童说出心声。这个中秋节，我们想和留
守儿童“益”起过，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活动参与通道开启啦！留守儿童心声可投稿至 dhbzq@126.com，书信、视频、绘画等各种表达方式均可，重
在对父母表达心里话。如果您是爱心人士或心理咨询
师、志愿者，想为孩子们捐赠爱心物资、表演精彩节目或
参与定制惊喜礼物，可拨打电话 17839912266（张瞧）。

电子文书“一键送达”，当事人足不出户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接收司法文
书，这在河南成为现实！昨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近日签订《法律文书集约送达一体化服务
合作协议》，用科技的力量，助推全省法院法律文书送达工作再升级！

优先适用电子送达，当事
人足不出户可接收！
法律文书“送达难”一直
是影响案件办理效率的重要
因素。为此，河南高院立足新
时代、新要求，与省邮政公司
联合积极探索，通过法邮融合
创新，信息科技赋能，构建了
河南法院集中送达平台，开启
了“ 智 慧 法 院 ”+“ 集 约 送
达”新模式，高度融入“智慧法
院”建设。省邮政公司在全省
各地市投入建设“法律文书集
约送达分中心”，推进全省法
院审判执行文书集约送达，进
一步提高法律文书送达效率，
有效破解法院法律文书“送达
难”
问题。
河南法院集中送达平台
融入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
分析技术，结合全省法院从立
案、审判、执行到结案全流程
送达工作实际，整合法律文书
电子送达、跨域邮寄送达、直
接送达辅助、公告送达等一系
列送达方式，实现案件各阶段
文书送达集约一体化。
该平台优先适用电子送

达。通过整合原有电子邮件
送达系统，改变以往电子邮件
送达操作繁琐的弊端，实现一
键送达并可自动生成送达回
执进入电子卷宗。法官只需
轻轻点击鼠标就能发起电子
文书送达任务，当事人足不出
户，通过手机或电脑端可以实
时接收司法文书。电子送达
是最适用于当前人民群众高
效便捷诉讼需求的一种送达
方式，从送达发起到回执自动
入卷，整个过程在 5 分钟内完
成，极大地节省了送达时间，
同时节约了送达费用。

跨域送达，
“1 个中心+17
个分中心”上下联动
平台另一个优势是跨域
送达。通过“1 个中心+17 个
分中心”上下联动，将长途邮
件转变为同城邮件，实现线上
跨域、线下同城的邮寄送达新
模式，极大地节省了在途时
间，提高了送达效率。各集约
送达中心配备智能打印封装
一体机，平台接收到邮寄任务
后，该一体机会自动打印、封

装法律文书，全流程静默化处
理，实现线上信息多跑路，线
下操作少跑腿。
据介绍，此次合作是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两个“一站式”
建设总体规划，按照最高人民
法院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
备忘录》中具体要求，对全省
法院法律文书送达工作再升
级，助力审判执行工作再上新
台阶。河南高院与省邮政公
司签署了战略协作协议，对送
达人员进行集中专业化培训，
对送达业务涉及的相关法律
规定、工作制度、技能技巧等
进行指导，总结工作经验，强
化送达实施人员的协作意识
和责任意识，提升送达实施人
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从
而提高送达工作质效。
下一步，河南高院将和省
邮政公司深入合作，在做好集
约送达法律文书的基础上，积
极推进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和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
共同研究和打造绿色送达，绿
色服务。

十大金牌胡辣汤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你最 PICK 哪一个？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一碗“得劲儿”的胡辣汤，
情系亿万河南人的味蕾

有 一 种 早 餐 ，来 自 北
方，堪称豪迈，更足以唤醒
你的味蕾，它就是胡辣汤。
在郑州，经过多年演变，胡
辣汤衍生出几大流派，各有
千秋。
时代变迁，随着胡辣汤
品牌化、连锁化、标准化的
加速推进，河南地方名吃胡
辣汤更是从中原大地顺利
出圈，成为全国快餐市场中
一支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9 月 16 日，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联合美团外卖特
推出胡辣汤品牌评选活动，
旨在共同推选出河南十大
金牌胡辣汤品牌，为胡辣汤
品牌化发展助一臂之力，将
胡辣汤产业的经营管理提
升到一个全新水平。

胡辣汤在河南人眼中的
地位，犹如火锅之于重庆，钵
钵 鸡 之 于 乐 山 ，肠 粉 之 于 广
东。在河南人眼里，没有胡辣
汤的清晨，不足以谈人生。
天刚蒙蒙亮的清晨，大街
小巷的早餐饭馆内，蹭得发亮
的油醋壶，老式橘红的塑料托
盘，简易的桌子旁，人们捧着
碗配着肉盒水煎包，埋头呼呼
喝汤。来上一碗，即便是冬日
的早晨也能头上微微冒汗，饭
毕全身暖洋洋的，吃罢抹嘴还
带着一口胡椒味，这种感觉大
概就是：人间值得，得劲儿。
在中原腹地这片广袤的
土地上，孕育着迷人的饮食文
化。对于河南人来说，家乡的
味道，就在这一碗胡辣汤里，
它不仅是汤，更是亿万河南人

的情怀。胡辣汤看似简单，却
配料繁多，需要把各种食材很
好地融入其中，并尽可能保留
实物原本的美味，这看似简单
却体现出大中原的融合之美、
包容之心。
《舌尖上的中国》中介绍
河南人的一天是从胡辣汤开
始的。但现实中，论高雅胡辣
汤登不上台面，路边小吃店往
往又嫌弃它卖相丑，制作工序
麻烦。连《舌尖上的中国》总
导演陈晓卿做客郑州都曾坦
言，没拍河南美食，因为拍起
来不“可爱”。甚至把微型摄
像机埋在汤里，依然无法将它
拍得诱人。于是，足足等了两
季，
它才终于登上了《舌尖 3》。
乘风破浪的胡辣汤们，
哪个才是你心目中的 C 位？
在郑州，经过多年演变，

胡辣汤衍生出几大流派，各有
或在@大河报官方微博，找到
千秋。它们分别坐拥各自的
本条相关微博内容，说出你心
粉丝，
“ 乘风”出中原，并在全
目中的 C 位胡辣汤品牌，多种
国早餐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渠道均可参与本次活动的评
立 秋 已 过 ，北 方 秋 意 渐
选；此外，您也可以打开美团
浓。一碗胡辣汤下肚，大汗淋
外卖 APP，通过点单的形式表
漓，口舌微颤，配着这碗汤，再
达 支 持 ，外 卖 销 量 也 将 作 为
夹一个刚出炉的泛着油光的 “河南十大金牌胡辣汤品牌”
水煎包，往往能暖和你的心胃
的重要评选标准。组委会还
整整一上午。
为入选的品牌及粉丝准备了
传 统 小 吃 ，既 要 发 扬 光
丰厚奖品，
敬请期待。
大 ，又 要 保 持 原 汁 原 味 。 那
同时，本次活动为传承特
么，在诸多派系中，哪一碗胡
色美食，创新消费模式，引导
辣汤最中你的意？最投你的
消费潮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胃？最撩你的心？
点，拉动内需促进消费，以习
在此背景下，大河报·大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河财立方联合美团外卖推出
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六
的胡辣汤品牌评选活动即日
稳”工作，完成“六保”任务总
起正式启动，旨在选出河南十
体思路和要求，以及市委、市
大金牌胡辣汤品牌，助力胡辣
政府促消费、稳就业、保增长
汤产业发展。
的一系列工作部署，结合郑州
即日起，广大胡辣汤粉丝
实际情况，举办本次美食评选
可通过大河报官方微信留言，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