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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更要会使用

中国新闻网 6月 9日报道，儿童乘车时必须有儿童
安全座椅，这应该是汽车社会的基本常识。然而有调
查数据显示，我国是当前最大的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国，
但当前我国驾驶者对于儿童乘车的保护意识薄弱，儿
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不足 1%，部分用户存在使用不正确
和使用率不高的问题。网友“@户元甲 0”表示：“儿童
安全座椅不是儿戏。会生产更要会使用。只知道生产
不知道使用，生产得再多又有啥用？”

“牛皮癣”不能本末倒“治”

街头四处张贴、散发的非法小广告，被称为城市
“牛皮癣”——尽管城市管理者一直在努力清理整治，
却往往找不到良方，难以根治。记者走访多个城市发
现，清理街头非法小广告的工作量和难度确实很大。
人民网 6月 9日的报道引发网友关注。网友“@毛遂不
荐”评论道：“‘牛皮癣’不能本末倒‘治’。哪个上面没
联系方式啊？如果罚款比广告费还高，哪个广告商还
愿意这样干呢？”

(以上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

自来水费为什么要预收？
开封市尉氏县政府称可多退少补

大河网网友“马上有幸福”：我在 4 月份反映尉氏
县永兴镇中杜伯村收取自来水费的问题，当时永兴镇
政府回复说要求各村把安装自来水工程的收费及支
出情况清单和免费安装户的花名册张榜公布，但是都
过去一个多月了，也没见张榜公布，并且最近又向每
家每户收了 50元的水费。

民声回复：尉氏县人民政府回复称，由于部分村
务公开栏位置偏僻，有的村由几个自然村组成，公告
内容部分群众不一定看到。永兴镇党委政府决定 6月
3日起，各村对安装自来水收费收支账目进行重新整
理，然后提交镇纪委审核后，张榜公布，公布榜贴于醒
目位置，公示七个工作日后，如无异议，各村应在 20日
前把多收的自来水安装费退还给交费用户。经咨询
县水利局，每家每户收 50元水费实为提前预交一年水
费，年底按每户实际用水量，多退少补。

寇家小学为啥不发营养餐了？
周口市太康县教体局称牛奶招标后补发

大河网网友“liubuzhi”：我是太康县常营镇寇家磨
庄村人，今年过完春节，寇家小学就没有再给学生发
牛奶和鸡蛋，这是为什么？

民声回复：太康县教育体育局回复称，该县自
2012年 4月起实施的学生营养餐方式是课间加餐，食
品是牛奶搭配熟鸡蛋、火腿或面包。4月 21日以来，熟
鸡蛋、面包、火腿一直分别供应，至今没有间断。牛奶
在招标过程中出现了废标，定于 6月 9日重新开标，待
招标后给学生补发，与其他乡镇发放数量一致。

蓝郡汇景湾虚假宣传、违规交房？
洛阳市住建委协调开发商整改

大河网网友“汇景湾业主”：洛阳市蓝郡汇景湾项
目虚假宣传，购房时，开发商承诺 36%超高绿化率，1:1
超高车位配比，生态主题水系、中心广场、下沉花园、
儿童乐园、水景广场等绿化景观组团等等，但实际情
况是一个都没有兑现，客厅阳台未安装推拉门，厨房
向外窗户不装，步梯未安装扶手，卫生间比客厅地平
高，阳台未安装护栏。现在，开发商还强制业主交房。

民声回复：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回复
称，经协商，该项目的开发商洛阳宏伟置业有限公司
表示将按照业主的请求尽力整改，直到业主满意。目
前，该公司已与 80%的业主签订了和解协议，卫生间地
面已整改完毕，阳台、飘窗栏杆、楼梯间步梯扶手正在
安装，窗户改装已制定了方案，业主们正在讨论，待业
主同意后，将按照制定的方案改装窗户，建筑消防器
材将在交房时配备齐全，其他问题均在整改中。

敬老院建成为何迟迟不启用？
驻马店正阳县皮店乡称尽快完成配套

大河网网友“155444”：正阳县皮店乡敬老院已建
成两三年，为何迟迟没有启用？

民声回复：正阳县皮店乡政府回复称，2012 年该
乡经多方筹资，在原乡科技城建立一个占地近 30亩，
36间生活住房的新敬老院。由于乡里资金困难，拉起
围墙后工程暂停。2013年又多方筹资建厨房五间，新
打中深井一眼，对院内主干道路面进行硬化。目前，
附属设施尚未配套，厕所、水电、生活用品、厨具、餐具
等设施尚未购买、安装到位，还不具备入住条件。该
乡目前一方面多方进行联系，争取引进社会资金进行
联建联营；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尽快完成配
套设施建设，让五保老人入住。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一个人跳水，五个人救助，数千人无眠，亿万人感动

殷晓非，河南的名字因你而闪光
□本报记者 贺心群

“河南英雄殷晓非，涟水为你哭泣！湖南人民感谢您，娄底
人民更不会忘记您！”几天来，网络上随处可见这样深情的呼唤。

事情源于 6 月 4 日 17 时 45 分许，一名 20 岁左右的年轻女
子从湖南省娄底市二大桥上坠入涟水河中，正在桥下躲雨的
河南人殷晓非见状，没有脱衣服就跳入河中营救，站在一旁的
同伴忽有良等也随后跳入河中帮忙。在殷晓非和忽有良的合
力营救下，终于将女子拉到桥墩下。为将女子拉上岸边，忽有

良游到岸边找同伴拿绳子，可等他转过身准备再次进行营救
时，却发现殷晓非和女子已沉入河中，不见踪影。

殷晓非的壮举感动了娄底、湖南乃至全国，新华网、人民网、
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纷纷转发，#河南好人#再次成为微搏上的
热门话题。网友们在网上点起蜡烛悼念英雄。在事发当晚的打
捞现场，数千娄底人自发在岸边守候；殷晓非牺牲的消息发出后，
当地市民纷纷捐款。大河网也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前往娄底。

湖南网友：

河南有好人 娄底有大爱
湘中社区网友“细雨毛毛”：一个普通的河

南人，做出了惊人的一举，感动了整个湖南。英
雄，我们爱你！

红网网友“宇宙超级大魔棍”：河南兄弟，为
你竖起大拇指，好样的！

红网网友“活佛济公123”：并不是所有的
人都有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的勇气，所以我们对
英雄尤为敬佩。英雄，一路走好！娄底人民永
远记住了您！

红网网友“150码入弯”：英雄殷晓非，涟水
为你哭泣！湖南人民感谢您，娄底人民不会忘
记您！永州市新田人民为您送行！一路走好！

湘中社区网友“barmy81”：此举可待成追
忆，勇士壮举誉三湘！

红网网友“微笑天使安琪儿”：你去了，我们
会难过，你让我们娄底多了一个英雄。但是，你
让一个妈妈失去了一个好儿子，让一个女人失
去了一个好老公，让孩子失去了一个好爸爸！
英雄，一路走好！

红网网友“听雨楼主”：河南有好人！娄底
有大爱！

红网网友“人民警察123”：救人的五个河
南兄弟都是英雄，娄底人民要学习他们这种舍
己救人的精神。我们要安慰这几个河南兄弟及
其家属，让英雄们感受到娄底人民的热情和温
暖，不要让英雄流血，家属流泪。

红网网友“Wangmingjiehao”：我是个工资
不到 2000 元的屌丝，但我觉得应该来点实在
的，我愿意捐 200 元，不是说要为娄底挽回什
么，而是不能寒了家属的心。

湘中社区网友“吖噜噜”：娄底群众的爱
心捐款和大家连夜搜救的场景让人感动，特
别 是 英 雄 死 亡 后 的 姿 势 令 人 落 泪 啊 。 人 们
是不会忘记英雄的，让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
精 神 ，传 递 更 多 的 正 能量，整个社会才能越
来越好。

大河网网友“踏江湖”：他用自己的大
义之举诠释了河南人的朴实和善良，英雄
走好！

大河网网友“天下之中的人”：古道热
肠河南人，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河南人
依然保持着憨厚的性格，在别人的生命受
到威胁时，总是能挺身而出。

大河网网友“美不美管他哩”：学习晓
非好榜样，毫不犹豫救人忙，河南老乡心藏
爱，见义勇为正能量。学习晓非好榜样，家
境虽寒大义扬，愿做舍己的热心人，一曲英

雄赞歌震天响。学习晓非好榜样，奋不顾
身正气烙心上，壮举唱红湘娄地，碧血丹心
品德多高尚。学习晓非好榜样，中原大爱
传八方，晓非虽去神州念，侠之大者永流
芳。

大河网网友“瓦当”：从网友上传的照
片看，湖南人民、娄底人民救英雄、爱英雄、
慰英雄家属，重情重义，同样令人感动。

大河网网友“张凡”：一个人跳水，五个
人救助，数千人无眠，亿万人感动。当娄底
数千群众看到打捞上来的英雄遗体依然呈

救人姿势时，都被感动了。英雄义举，让冰
冷的涟水迸发出一股股暖流，彻夜不眠的
娄底人民、缅怀英雄的无数网民，人们自发
地抱团取暖，再把温暖感染社会、感染网
络。

大河网网友“王付强”：在河南，英雄越
来越多，逐渐形成一个英雄群体，这其中最
杰出的代表就是魏青刚、李学生、刘兴元和
刘贺龙父子等多名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
范。面对险情，他们同样选择了挺身而出，
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新浪微博网友“@coolboy切原赤也”：一群
初次来到一个陌生城市，靠表演杂技谋生的河
南人，还未开始表演，就先谱写了一曲舍己救人
的壮歌，他们用朴素善良的爱心和义举，谱写着
人间真情，传递着社会正气。殷晓非是他们的
代表，他们是河南人的骄傲，是大家学习的榜
样。

新浪微博网友“@小曲格格”：为救人者点
赞！向牺牲的英雄默哀！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
舍己为人的觉悟，不因民族、省份、性别，只因这
颗救人的心！

新浪微博网友“@海风清扬66”：呼吁相关
机构单位对英雄的家人，伸出援助之手，让这种
精神永久传承！

@三都左思：全国自有真情在，此时豫州更
勃发，为河南英雄点赞，英雄一路走好。

@寒辛 1952：大爱无疆，河南青年的英雄
壮举，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美德。

@濮水俠少：这就是河南现象！中原厚重
文化催生英雄辈出！

@中南林校友会：在殷晓非娄底救人事件
的背后，跳下去救人的是一群河南人。在救人
的那一刻，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豪言壮语，没
有讨价还价，没有畏惧风险，只有一颗善良的心
和敬畏生命的灵魂。这就是河南青年，这就是
河南汉子，这就是河南好人。

作为大河网赴湖南娄底采访殷晓非事件
的特派记者，这几天一直在感动中度过。其间
我不仅采访了殷晓非的家人、朋友，还有当地的
市民和政府工作人员，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殷晓
非以生命换来的“河南人”在娄底的力量：出租
车司机听说我是采访殷晓非事件的，硬是便宜
了5元钱；网吧管理人员知道记者在给编辑部传
稿件，免费上网不说，还为记者送来了饮料；娄
星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家问寒问暖……

一位叫罗保成的市民是事发现场的目击
证人，也是殷晓非事后的组织者和安排者，每
天为我们送来包子、水，并且时刻在现场忙碌。

离别时刻，娄底市民来到殡仪馆，有的

手捧白花，有的敬上花圈，有的自发为家属
捐款。不少市民眼含热泪，与英雄作最后的
告别。娄底市民刘建宾则专程从北京赶来，
送别英雄。灵堂外，娄底市慈善总会设的捐
款台前挤满了捐款市民。娄底市民贺世长，
现场捐献了 1万元。

6月 8日上午 11时，护送英雄殷晓非归乡
的车队出发后，有很多娄底市民驾驶私家车、
摩托车加入到护送车队，一直追随到娄底二
大桥。大桥下面，已有人默默摆上了祭品。
而娄底市民自发筹集购买的烟花、鞭炮则铺
到了河岸。在这里，英雄再次回望，流淌的涟
水河为其哭泣！ （大河网记者 王书栋）

河南网友：他诠释了河南人的朴实和善良

●2013 年 7 月 16 日上午，在驻马店市泌阳
县羊册镇，正在探亲休假的广东省边防总队海
警第三支队警官张旭，为抢救落水群众英勇牺
牲，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28岁。

●2012 年 1 月 17 日下午 5 点 40 分左右，遂
平县褚堂乡屈庄村民李国喜跳入冰冷的河水勇
救坠桥落水的母子三人，在冰水河中坚持了 20
多分钟，创造了生理耐受时间的奇迹，却不幸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

●2005年 8月 8日，在“麦莎”肆虐青岛城的
当天，河南小伙魏青刚 3次跳入海中救下一名女
青年感动社会，被评为 2005年“感动中国”年度
人物。

更多>>>>>>>>>>

狭窄道路两侧停车，恶意占用消防通道

如果失火了，你的小区进得去消防车吗？
□本报记者 亢 楠

“我们小区乱停车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要是不幸发生火灾，消防车怎么进去？”6 月 9
日，网友“航天梦”在大河论坛发帖称，自己所
住小区车辆乱停放情况严重，尤其是在去东门
的路上，小区物业为了保证车辆通行，把道路
改成单行道，两侧都被占成停车场，稍微宽一

点的车过都过不去，一旦发生
意外，急救车辆根本无法进入，
安全隐患极大。此帖引发网友
强烈共鸣。

现场：如高峰期遭遇
火警，消防员骑“小电电”
都进不去

6 月 9 日早上 7 时 30 分，焦
点网谈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花
园路和国基路交叉口的某大型
社区。正值上班高峰期，通往东

门的道路两侧停满了汽车，路面仅能通过一辆
车。为了防止车辆“顶牛”造成堵塞，车辆在小
区保安的指挥下单向错时通行，一辆别克商务
车在通过“隘口”时险些蹭到路边车辆的倒车
镜，就在这时一辆车从旁边地下车库驶出，与别
克车挤成一团无法动弹，不一会儿道路便彻底

堵死，就连电动车也无法通过。据小区保安介
绍，这条道路北侧是规划的停车位，由于这两年
车辆增加太多，一些业主回来晚后找不到停车
位，索性停在道路南侧，只在中间留下一个车道
勉强过车，如果上下班高峰期发生火灾，消防员
就算骑电动车都进不来。

当记者问为什么不加以制止时，他显得很
无奈：“管不住啊，总不能 24小时派人盯着所有
道路吧？有的时候即便我们看到了进行劝阻，
业主也不听。有些消防通道都被占了，我们不
是交警，拿他们没办法。”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林科路和经一路交
叉口的某小区，看到该小区外面唯一的消防通
道，已经被车从外面堵得严严实实。

网评：见缝插“车”的行为太自私

河南手机报“182********”的读者：没有不

能停的位儿，只有不会停车的司机，这种见缝插
“车”的行为，实在有伤公德，要是谁家有病人或
是失火，急救车辆怎么进得来？

大河网网友“角色路人丙”：停车难不是你
堵塞消防通道的理由，这是违法行为，别用你的
无知和无谓，将人们置于危险之地！

大河网网友“车前卒马前蹄”：最简单的就
是路两侧放石礅子，放得密集一些，看你咋乱停
车！

大河网网友“茄子烧牛肉”：我们小区西门
的经验可以借鉴下，在道路中间放隔离桩，直接
把道路隔成两半窄路，这样就不会有人乱停了。

河南手机报“135********”的读者：保安没
执法权，但可以贴条啊！弄一大张纸打上警告
的话，用糨糊粘上去，这东西干了想洗掉都不容
易，我们单位就用的这招儿，屡试不爽。

大河网网友“叶落看花开”：建议多设置小
区内单行，分开出门和入门，而且要严格管理。

殷晓非失踪后，当地组织人员连夜进行打捞。资料图片

我感受到了河南人在娄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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