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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衰中国”不攻自破
中国网《观点中国》4 月 11 日刊发署名为蒋

为的文章，对“唱衰中国”论进行了批驳，引发
网友关注。现摘录如下：

“唱衰中国者”认为，低消费率不能保证中
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将推动资产泡沫导致
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他们也应明白，发达国
家的消费其实是过度与畸形的，他们也忽略了
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远高于 GDP 增速的事
实。同时，中国加速了工资体制、养老保障体
制、医疗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启动城市化进程，
这些因素均将大大提升中国的消费水平。

“唱衰中国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逼近临
界，中国丧失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后将造成
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丧失。但中共十八大后大
量行政审批的取消与下放大大提升了中国的
营商环境，这些制度红利同样将促使中国经济
的持续增长。

“唱衰中国者”武断地将中国经济增长完
全归因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忽略了制度成
本在增长中的影响。中国人口红利虽然逐步
逼近刘易斯拐点将带来资本收益下降，但制度
红利同样将促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
虽然面对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需要面临的
挑战，但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基础仍然
存在，我们所需要做的仍然是继续着力于经
济发展方式转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
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相信在中国经济持
续快速增长的答卷面前，“唱衰中国”也将不
攻自破。

“这个做法好！用集体的爱心力
量去匡扶误入歧途的爱心道德，为大
河网友发起成立的‘扶人自愿者协会’
点赞！”4 月 15 日，腾讯网友“@沙风”
在微博留言，评价大河网友发起的“扶
人者协会”。

3 月 19 日，大河网网友“日出东
海”、“仙乐飘飘”等人发起的“扶人自
愿者协会”在三门峡市卢氏县成立。
该协会承诺，协会成员在扶人时，如果
产生纠纷，一律将由“扶会”买单。协
会成立 20 多天，会员已达 1500 多人，
其中年龄最大的自愿者就是被扶老人
的家属。在大河论坛其他 17 个地市板
块，网友们也纷纷响应成立“扶会”，在
网上引发关注，有网友专门创作网络
歌曲《扶得起》。

大河网友发起“扶人自愿者协会”，18 市纷纷响应，已有 1500 多名网友加入

尽 管 扶 ，有 事 我 来 管

时间：4月 15日 20时 30分
地点：大河论坛
嘉宾：卢氏县扶人协会副会长陈晓睿（网名“心平吉祥”）

老人摔倒被扶起 一家踊跃入“扶会”
焦点网谈：谈谈您和“扶会”的故事吧。
嘉宾陈晓睿：我是一个画画的人，曾在美国办过画展。听说

卢氏的海拔高，空气好，就在去年 5 月份从广州来到这里，想过一
段安静、放松的生活。这里不同时间有不同的风景，人们非常朴
实，人文气息很浓，生活节奏较慢，我很喜欢这里。

来这里之后，我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当地的文友，大家志趣相
投，经常一起外出欣赏风景，一起讨论社会热点问题。“老人摔倒
没人扶”让我们感到自己时时处于一种危机状态，“把摔倒老人
扶起来”一直是大家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声音，后来网友“日出
东海”提出了设立“扶人协会”的建议，大家一拍即合，踊跃加
入。希望通过大家的行动，把大爱传递给最需要的人。

焦点网谈：您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嘉宾陈晓睿：“扶会”成立后，有那么多人积极参加，这是我

们当初没想到的。我还记得“扶会”成立之前我的一次“扶人”
经历。 3 月初的一天下午，在卢氏县龙山路上，由于是上坡
路，75 岁的赵祖增推着自行车往前走。看到前面有熟人，忙着
打招呼的他不小心摔倒在地，动弹不得。我和江西的邵行汉，
还有路边的几个人看到后，立即走了过去，大家一起把老人扶
了起来，让他坐在地上缓缓神。我又回家推
了一把带着轮子的老板椅，慢慢把老人扶上
去，给他推回家。赵大妈看到后非常感动，
后 来 看 到 老 人 伤 势 严 重 ，大 家 又 赶 忙 拨 打
120 ，把他送往医院。经确诊，赵大爷腿部粉
碎性骨折，目前已成功进行了手术。后来我
们“扶会”成立，赵大妈听说后非常拥护，积
极要求加入，她成了“扶会”里年龄最大的成
员，现在，她的两个儿子也加入了“扶会”。

扶起“扶老携幼”传统，传递正能量
大河网网友“日出东海”：大家都一起当扶者，规避被讹诈的风

险。让每一位老人都不怕摔倒，因为站在摔倒的老人不远处，都会
出现一个扶者，扶正人心、扶起社会应有的温馨！

大河网网友“201807004”：说得好！即使有讹诈，那也是极个
别的。一旦扶者多起来，那么扶人者被讹诈的现象就没有生存的
土壤。扶者越来越多，正气压倒邪气。

新华网广西网友“Oagx”：要保护救助人的人，才能保障有需
要的人得到及时救助。“扶会”是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才能拂
去社会的灰尘。

大河网网友“说古道今”：你是一名扶者，人民才会服你。只要
让人心服，跌倒才有人扶你。

大河网网友“仙乐飘飘”：扶起老人就是扶起将来的自己，强烈
支持！我们一起努力，支持这样的有益活动。

大河网网友“心清品自高”：扶起摔倒的老人真的不难，希望成
为大家的共识与自觉行动！我们都会老的，从现在做起，让扶老携
幼这个优良传统继续传递正能量！

“扶会”为爱心保驾护航
河南“扶会”的成立，首先是为爱心找到了一个“家”，这里

有河南省道德模范、有“中国好人”，还有成百上千的爱心人
士。在这里，爱心可以抱团取暖，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共同面
对不可预知和不期而遇的意外情况；其次是为爱心撑起了一把

“保护伞”，这里集聚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爱心提供可
以依靠和依赖的坚强“臂膀”，从根本上打消了爱心人士的后
顾之忧。

“扶会”为爱心保驾护航，爱心不必再心存忌惮，路遇伤者该
扶就扶，更重要的是扶起了人心，在全社会产生了示范效应和种
子效应，让爱心不断生根发芽。 （大河网网友“王付强”）

网友改编歌曲《扶得起》
作者：大和尚

这个世界 奇葩有那么多

差的坏的其实只是一小撮

老人跌倒，你可曾扶过

总说那谁谁他被坏人讹

人的心里慈悲有那么多

好的善的才是长江大河

老人跌倒我就扶过

谢谢说出口两眼泪婆娑

扶得起真的扶得起

瞧河南各地扶人协会纷纷成立

太康扶得起 淮阳扶得起

抛却顾虑勇敢付出风和日丽

扶得起真的扶得起

瞧大河网友正把美德俩字传递

项城扶得起 鹿邑扶得起

只愿社会少点冷漠处处美丽

正方：
再不限制，郑州要被“挤爆”了

@瞧-那小子真不帅：听到文化路施工
的消息，我不禁头皮一阵发麻，悲剧了！为
了躲中州大道的拥堵我特意搬到了这边，
难道要我重新搬回去？天啊，再不限号，郑
州就要被“挤爆”了。

@Love 欣欣宝贝 91：其实限号也不
错，少开一天车，用来锻炼身体，还能为城
市道路做贡献，我举双手赞成！

@郑在Happy：小郑天天在路上堵两
个小时以上，限号出行我是坚决赞成的，一
周才少开一天，明天俺就去买辆山地车，不
开车的时候也装装骑友。

反方：
限号的城市很多，照样堵

@小麦葵：如果限号，短期内路上的车
会少；但从长期看，会刺激更多的家庭购买
第二辆车。现在堵了，限号；如果限号也治
不了堵，是不是学北京摇号、杭州竞拍取号
呢？

@oO郑州龙Oo：限号有什么用？比
如银基周围，附近商户、摩的、三轮，乱停乱
放，物流车辆随意停靠，就好比是他的停车
场、卸货地一样。有工夫就加强管理，比修

路限号都管用！
@小miss_99：限号是最简单粗暴的

办法，其实有很多办法都比限号好，比如红
绿灯调峰、增加公交车班次等，而不是通过
限号来解决。

点子一：
限号可以，但需有所规划

@happy365lzy：可 以 根 据 目 前 地 铁
施工拥堵的情况，实行局部区域限号出
行。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群众的影
响，兼顾各方利益，又可以减少交警的执勤
执法范围和工作压力，还能提高市民对去
往市中心等繁华商圈改乘公共交通工具的
预期。

点子二：
修路限号，修好路就取消

@道道小道-豪：其实堵车就是因为修
路。能否加快工期，早点还路于民，然后取
消限号？好好解释，我相信市民是可以理
解的。

点子三：
多沟通，早调研，勤公示

@市民张小溪 81：不怕限号，就怕突
然袭击。要多沟通，看对市民出行有何不

便并尽量解决；早调研，学习其他城市先进
经验为郑州所用；勤公示，每日通报进度，
给大家适应的时间。

点子四：
治堵路遥，合理规划是正道

@夜的第七章QS：郑州拥堵的都是老
城区，新建成的就没那么拥堵，要在做好老
城区改造的同时，合理规划商业中心，让郑
州每个区域都有中心，分散了，自然就不堵
了。

一上午提车 20多辆
所有车辆涨价

4 月 15 日，焦点网谈记者来到郑州市
城东路上的一家汽车 4S 店。早上 9 点刚开
始营业，店内的休息区就已坐了不少顾
客。从交谈中记者得知，他们都是听说要
限号，急急忙忙在周末的车展上订了车，车
展一结束就来提车了，生怕上不了牌照。
在交车区，一位满头大汗的销售顾问告诉
记者，光预约当天上午提车的就有 20 辆，
比旺季还火爆，他们现在是全员出动满负
荷工作。对于是否限号的问题，他表示有
消息但不太清楚，但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所
有工作人员都到岗了。受限号传言影响，
店内所有车辆价格都有小幅上涨。

鱼虾死花草枯，涧河怎么了？
三门峡渑池县环境监察大队称水被污染

大河网网友“rolway”：近段时间，不知道哪
家工厂将工业污水直接排到了渑池的景观河涧
河里，导致河里的鱼虾死亡，水草枯死，河水恶
臭刺鼻，希望相关部门调查。

民声回复：渑池县环境监测大队回复称，执
法人员对网民反映的涧河段及上游进行了全面
排查发现，因上游黄花工业园区居民生活污水
排放导致水体污染。据周边群众反映，该河段
多年没有养殖鱼虾，近期有人在河内放生鱼
苗。由于天气转暖，又是枯水期，雨水较少，生
活污水流入此河段，引起了藻类及浮游生物大
量繁殖，造成放生鱼类死亡。目前，该局已与城
市建设投资公司取得联系，尽快把上游生活污
水引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
理，杜绝生活污水进入涧河。

运垃圾为啥走家属楼辅道？
洛阳伊川县商业局协调解决

大河网网友“qq1985420”：我家住在伊川
县南关菜市场商业局家属院，楼下饭店的垃圾
从家属楼旁仅有 1 米多宽的辅道运出，每到夏
天都是臭气熏天。他们楼顶上有个 20 多吨的
大水罐天天漏水，渗到居民房屋里面。

民声回复：伊川县商业局回复称，经查，网
友反映的家属楼是该局于 2000 年开发建设的
综合楼，一层归伊川县商业局使用，二层以上归
开发商对外出售。2000 年 3 月，该局将原办公
楼及行政院 300 多平方米出租给一家餐饮公
司，期限 20 年。综合楼建成后，该公司在楼顶
放了两个消防水罐，经营垃圾从院内外出。经
协商，由该公司同家属院住户就相关问题进行
协商，若达不成一致意见，伊川县商业局将责成
该公司将水罐拆除，垃圾不再从院内外出。同
时，为了确保家属院消防安全，在综合楼内安装
两个消防栓。

粥之源凭啥收房间服务费？
郑州市物价局责令退还

大河网网友“咖啡豆”：郑州市金水东路和
黄河路交叉口的粥之源餐厅违规收取房间服务
费，纸巾、湿巾收费，这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服
务费是按照什么标准收取的？并且在点餐前也
没人告知有此项收费。

民声回复：郑州市物价局回复称，经查，网
友反映的情况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和《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
定》相关规定，餐饮价格收费属于市场调节价，
由经营者自主定价，但其价格收费应当实行明
码标价，未标明的价格不得向消费者收取。该
局已责令饭店将多收的服务费退还消费者。网
友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拨打电话 12358 进
行举报。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本报记者 贺心群 张 恒

网传郑州要限号，郑州市交巡警支队回应未接到通知，网上却讨论不止——

限号，是解堵的妙招？

点击事实：“有人传言郑州要限号甚至限牌，搞得我买车计划都
提前了。今天到 4S 店一看，原来又是谣传，不过倒是把汽车销售淡
季硬是给弄成了旺季，那阵势跟菜市场抢特价菜差不多。郑州是否
真的到了非限号或限牌的时候不可了？如何限才最合适？”4 月 14
日，网友“苏凉”发出这样一条微博。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少城市开始对机动车限号，郑州
市民对关于机动车号牌的消息很是敏感，虽然郑州市交巡警支队回应
未接到限号通知，但对郑州限号的争论已成为网上热门话题之一。

遇到身边有摔倒的人你
愿意扶吗？如果你是一个
“扶会”支持者，请扫描二维
码参与大河论坛活动。

资料图片

我是扶者，我骄傲！

□本报记者 亢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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