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妈做好饭 坐城铁回家还是热的
□本报记者 贺心群

“5 月 7 日至 11 日，北京王府井大街等闹市区，
河南武陟县小董乡北耿村主任柴波波挂牌站街招
商。他说，村里 1300多口人，没什么企业，村民多以
种地为生。后来他琢磨建一个养羊合作社，但因为
资金问题，从建厂到现在，一直运转不起来，这才想
到招商。这是啥招数？”5月 13日，网友“@刘主饪”
的微博留言引发网友热议。

@西域弓长：虽然好村长的做法有炒作嫌疑，
但即使是炒作也是为了村民而炒作，如此炒作群众
欢迎接受，网民也支持。希望好村长能招来大商，
带领一方百姓致富。

@后维克多的幻想：有想法，就去做。做得多
了总能找条对的路。为人民做实事，总比什么都不
做的好。

@——蓝色忧郁——：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
是好猫。管你是不是炒作，能使村里健康致富，就
是好村长。

@唔乖晒：应该支持这个村长！什么脸不脸
的，带领一村人致富，比谁都有脸。

@峰顶苍松：柴波是个好村长，站街拉脸去招
商。二七塔下曾举牌，王府井街招商忙。只要农村
快发展，奔波辛苦情更长。为求村民早致富，走南
闯北又何尝！

@ming7312：这样的村干部深知自己的责任，
令人佩服！如果所有为官者忧百姓所忧，则社会必
然会和谐、美满！

@谢微鹏：新一代农民必须是有文化、有作为、
有道德的新农人。

@紫叶蝶FANG：即使是作秀，这样的村长也值
得点赞。最起码他的出发点是为村民利益着想。
如果我是村长，我也要向他学习，深入民心。支持
的有木有？

武陟一村主任北京站街举牌招商
网友点赞

带村民致富比啥都长脸
□本报记者 亢 楠

新买商品房为何只有40年产权？
驻马店上蔡县诚致地产同意申请续期

大河网网友“lllkkk”：我购买的上蔡县诚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百盛佳苑楼盘，钱交完签合
同时却发现写的土地使用年限是 40年，别的楼盘都
是 70年，我们的为何只有 40年？

民声回复：上蔡县诚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
复称，因该块土地政府出让年限为 40年，故而房屋
买卖合同上所签订的土地年限是 40 年。待到土地
出让年限届满，房屋的使用年限可以续期。该公司
表示届时会积极配合业主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切
实保障业主们的权利。

金坛物业凭啥无证乱收费？
中牟县政府称正在立案查处

大河网网友“archoncap”：我们是中牟县盛世
通达小区的业主，该小区由郑州通达纵横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物业由郑州市金坛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但是，金坛物业没有收费许可证却乱收费，
随意切断业主家的用电和用水，对待业主服务态度
恶劣。

民声回复：中牟县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网
友反映的情况属实。中牟县房管局已将郑州市金
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为上报郑州市住房保障
和房地产管理局，并建议市局不予通过该物业公
司 2013 年度动态考核。中牟县发改委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对郑州金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达了检查
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价格违法行为，但该公司
拒绝提供检查所需材料，对其价格违法行为拒不
整改。该县发改委又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决定对该公司处以 3 万元罚款，但该公司仍拒
不执行处罚决定。根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有关规定，中牟县发改委已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申
请 中 牟 县 人 民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中 牟 县 人 民 法 院
2014 年 3 月 6 日决定予以立案。目前此案正在按
照法定程序进行。 （本栏目主持人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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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封 一 中 本 周 一 例 行 升 国 旗
时，将‘没收’的 21 部手机，当着 3000
名师生的面摔进水盆销毁。事后校
方称，当众销毁的是老师们不用的手
机，目的是‘杀鸡儆猴’；高调‘禁机’，
是想营造出浓烈学习氛围。”5 月 13
日，“@河南日报”发布的微博引发网
友关注，有的网友支持校方高调“禁
机”，认为手机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太
大，而有些则认为这种做法太粗暴，
会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影响。

高调“禁机”是学校的一片苦心

@永远在上班：我觉得学校也有
烦恼，现在的手机功能强大，晚上睡觉
躲在被窝里玩手机的孩子比比皆是，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萎靡不振的情况
令人堪忧。

@暴雨和细雨：现在的学生拿手
机在上课的时候看小说、玩游戏、上
qq，甚至考试的时候搜答案。就这态

度，学习能好吗？
@你无解了：你们知道一个手机

可能对学生学习带来的危害吗？高
中生必须禁机，否则什么都学不到。
有人说给家打电话，学校肯定有公用
电话，平时打电话的又有几个？不要
拿这当借口，学校为了谁？要理解学
校的良苦用心！

@随风 ONG_：智能手机就是一部
电脑啊，影响挺大。

@80 后 法 律 人 ：我 支 持 校 方 做
法，等你高考那一天，等你报志愿那
一天，等你踏入大学那一天，你们会
明白校方的心意的。

如此极端，影响孩子们
的心理健康

@东方 V 天下：如今生活中离不
开手机，学校当学生面销毁手机的方
法过于极端。

@paoxuan：先 不 说 管 不 管 用 ，这
种行为太极端，会带来负面影响。

@陆小六小六小六：高中生都处
在青春期，这样做很有可能导致他们
的逆反心理。

@龙行天下 918110：禁止带手机
是正确的，暂时没收然后交给家长，
这样处理才合适。当面销毁这种方
式严重影响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楠山岳：都什么年代了，学生需
要的是引导，而不是威慑！

@慢慢走天下：如果老师讲的课
精彩，学生也不会一直玩手机了，这就
是治标不治本，不玩手机就代表是在
好好听课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想
想，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去怪学生和
手机。

@尼古拉斯-老黑：愿意学习的带
着手机一样关机，不愿意学习的不带
手机照样睡觉、传纸条、看杂志。

@河南理工外国语流动儿童调研
团：手机应该禁止吗？现在是信息化
时代，手机必不可少。学校总是在想
办法禁止使用手机，为什么不想办法
把手机变成学习的一部分呢？

开设“手机课”怎么样？

手机的出现和快速发展是社会
的进步，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关键是
怎么用，用对了是助手，用错了就是
对手。学校采用简单的“禁”、“毁”，
从表面看解决了学生被手机分心的
问题，但是会激起学生的反感，让双
方处于对立，对学校和学生都不利。
北京一所高中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开设了“手机
课”，每周一次，让学生公开使用手
机，交流使用心得，老师还给学生们
布置作业，用手机搜集学习资料、当
作学习道具，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许多
学生的用机习惯。中学生逆反心理
重，遇到问题时需要及时引导，对于
手机，学校应该多做学生思想工作，
多与家长沟通，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寓学于玩，方能变被动与主动，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

(大河网网友“清风绿影”)

欢呼：
留在郑州上班，
坐城铁下班回家

大河网网友“老好06”：激动人心
啊，河南马上要进入城际铁路时代。
郑开、郑焦城际铁路都是今年年底通
车，到时候坐城际铁路的话，郑州到焦
作半小时就能到达，到开封的话时间
更短，19 分钟就到了。这就是河南速
度！

大河网网友“LeoLeo刘阳”：我和
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不管你信
不信，我是信了！仅 40 分钟车程，直
达云台山，就是这样，便捷的交通，沿
线的风景，风驰电掣，心动了么？

大河网网友“Jiao89109”：对人们
今后出行太方便了，真是大快人心！
去开封逛夜市，当晚一个来回！

@舞动D音符_：终于要通车了，

可惜刚毕业了。不过以后从郑州去焦
作就快了。坐汽车还没出郑州城呢，
坐城铁就已经到焦作了！

大河网网友“左岸亦梦”：好！如
果真是这样，那我毕业回家之后就在
郑州上班，下班坐城铁回家！老妈做
好饭，到家还是热的。

大河网网友“Jzdmyx”：赶紧开通
吧，这样对吸引郑州人来焦作度假确
实大有好处，艺术节、啤酒节之类的多
搞几个，温泉度假村多修几个，学学马
尔代夫把 SPA搞成招牌。

关注：
票价多高？
多长时间一趟车？

大河网网友“关注豫西发展”：洛阳
有龙门石窟，也是旅游资源大市，尤其
是南部的栾川和嵩县，郑洛城际铁路旅
游色彩应该更浓一点，外省游客去洛阳
旅游，在新郑机场下飞机可以直接坐城
铁去洛阳，不用绕郑州市区了。

大河网网友“hjs1230101”：别光激

动啊，还要关注费用。票价多高啊？多
长时间一趟车？希望票价别太贵了。

大河网网友“风云也孤独”：郑焦
线全长 77.785km，按照每公里 0.28 元
计算 ，估计会在 20～25 元之间，要是
高了，到 40 元左右，就不会有啥竞争
力，乘坐的人也不会多。

大河网网友“开水碰上茶叶”：北
京到郑州 700 公里 ，高铁 309 元，每公
里 4 毛多。郑开大约 50 公里，票价应
该是 20~25吧。

大河网网友“kfal”：郑开城际票价
不能超过 15 元，要是比动车贵那还不
如坐动车，动车 18 元，开封站坐车半
小时直到郑州市中心地带，而城际到
郑东还要转次车到市内，15 元加 2 元
地铁费合 17 元，但转次车只少耗时半
小时才能到市内，所以城际如果高过
15元对动车就没了优势。

大河网网友“湛水闲人”：什么时
候开通郑州至平顶山的城际铁路？

大河网网友“蓝色阿懒”：城际铁
路 一 开 通 ，开 封 的 房 价 肯 定 跌 不 了
了。焦作修武房价也不贵，真正通城
际铁路的话，云台山周围房价肯定会

上涨。

畅想：
一条城铁就是一条经济带

大河网网友“假卖萌”：科技的发
展缩短了时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
交往圈，更将有力地拉动沿线经济的
迅猛发展。

大河网网友“军人1”：以后可以在
郑州上班挣钱，在焦作、开封买房消
费，钱肯定经得起花。压力小了，幸福
日子啊！

大河网网友“白生为”：30分钟，这
是郑州到焦作的速度；40分钟，这是郑
州到焦作云台山的速度……焦作与郑
州，郑州与云台山，从未如此近。你可
以在郑州上班，在焦作买房，每天搭城
铁上下班，有兴趣的话，去建业看场
球，再来云台山吃顿农家饭。靠谱！

大河网网友“绿城白云”：明年起
外地的朋友来河南，再也不用担心时
间不够了。早上到陈家沟打太极，上
午去游览云台山，中午到郑州吃烩面，
饭后去参观河南博物院，下午去逛书
店街，然后到鼓楼转一转，尝尝开封小
吃，再去看《大宋东京梦华》。晚上好
好睡一觉，第二天送客。这就是我们
的城际生活。

大河网网友“伏牛山上草”：地铁
通了，沿线的房价疯涨。城铁通了，沿
线的房价能不涨才怪呢。人多了，流
动性大了，消费也就大了，经济才能活
跃起来。可以说，一条城铁就是一条
经济带。

大河网网友“青山有言”：城际铁
路带动的不仅是沿线的经济，而且也
带动了沿线旅游文化的发展，成为宣
传河南的流动长廊和助力郑州航空港
腾飞的“翅膀”。

郑开城铁开封方向铺轨完成；郑焦城铁黄河大桥明
日通车。网友欢呼河南进入城际铁路时代。

“无意中翻看高德地图，已经能查到郑开和郑焦的线路图，还请专业人士看
看，准不准？对不对？”5月 11日，大河网网友“陌路恋”发帖表示对河南城际铁路
的关注，引来网友们的围观。

诚如网友所言，河南已无限接近城际铁路时代：5月 8日报道称，郑开城际铁
路开封方向铺轨任务圆满收官，铺轨设备掉头向郑州方向铺轨；明日，也就是 5
月 16日起，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将正式启用通车。这两条城际铁路都将于今
年年底正式通车。网友欢呼，今后出行太方便了，去开封逛夜市，当晚一个来
回。也有网友开始关注票价和车次，更有网友畅想起城际时代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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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争议 为禁手机学校在升旗仪式上将 21部手机摔进水盆

粗暴“禁机”可不可取
□本报记者 张 恒

郑开城际铁路已完成单向铺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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