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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事实

“食品安全网络征文大赛”启动

郑州 B3将于 6月 26日开通，焦点网谈带网友提前体验——

B3 ，让 方 便 乘 以 3
□本报记者 张 恒 亢 楠

“B3终于要上路啦，家住北环的我好日子要来喽！”6月 22日，大河网网
友“么么哒哈”在大河论坛发帖说道。据报道，备受关注的郑州 B3快速公
交将于 6月 26日开始试运行，虽然与 B1相比线路长了很多，但票价仍为 1
元，消息公布后，立刻引发了郑州乃至全省、全国网友的关注。6月 23日，
焦点网谈记者组织部分网友来到郑州公交总公司快速公交公司，提前试乘
B3。邀请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就广大网友关心的问题一一解答。

@直播郑州365：小伙伴们，B3来啦！
@郑在发生：喜大普奔，B3来啦！据

悉，等三环快速公交线网全部建成以后，
郑州快速公交日客流量将达 90 万～100
万，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大河网网友“橘子洲头”：哇，B3都是
新版的混合动力，上百辆啊，这要排成一
排，得多壮观啊。

@无私才能无畏_viw：作为郑州人，
我为郑州公交的价格低、车型好、线路多
而叫好。

@明天的感觉：大力发展公交才是
有效解决拥堵的好办法，我强烈支持公

交优先、用物理方式强制公交专用车道，
只有公交车跑起来了，整个交通才能够
顺畅。

@科普教育者李：郑州公交 10 年来
发展非常迅速，而且一直优化线路，为市
民出行贡献了很大力量。

武汉得意网网友“湖边泛舟有点
闲”：郑州的 B1 已经很厉害了，现在竟然
都有 B3了，羡慕嫉妒啊！

长沙红网网友“红色18米”：多次到
郑州学习考察 BRT，不得不说，B3 的建
成让郑州的快速公交系统成为世界级的
工程。

网聚观点

小伙伴们，B3来啦！

6月 23日上午 7时 30分，焦点网谈记
者、大河网多媒体中心摄像记者以及大河
网网友，来到了位于郑州市秦岭路电厂路
交叉口的郑州公交总公司快速公交公
司。进入停车场后，近百辆绿色的 B3 整
齐地排放在场站里，远远看去十分壮观。
随后，记者登上一辆测试车，发现在车顶
两侧，多了一排空调调风口，可以上下左
右调节出风的方向，另外车辆全部为自
动挡，驾驶起来更加方便。大约 9 时 15
分左右，记者与几十名司机跟随 B3 测试
车上路试跑。车辆运行时噪音很小，空
调效果较好，制冷快，并且能够保持恒
温，车辆的减震性能也十分优秀，跑起来
很稳，感觉跟坐轿车差不多。在路上，教
练对司机要求严格，哪个路口要特别注
意，进站时速不能高于多少，刹车如何踩
不会产生顿挫，每个细节都要求司机铭记
在心。练习过的司机告诉焦点网谈记者，
B3 很好开，自动挡也能让司机的精力更

多集中在路面上。
从快速公交公司出发，大约 30分钟，

测试车到达了北环经三路 BRT 站，记者
与网友下车参观了 B3站台。与 B1相比，
这里更加宽敞，进出站台各有两个通道，
站台的设备已经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在
打扫卫生。

与记者同行的大河网网友“老辛”表
示，作为郑州市民，他对 B3 充满了期待。
B3的车辆宽敞明亮，视野开阔，既安全又
舒适，快速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态度认
真，要求严格，坐起来也十分放心。将来
出门，乘坐 B3 会是他的首选。他还提出
倡议，在 B3开通后，社会车辆不要占用专
用道，另外行人不要随意横穿马路，给自
己和公交造成麻烦。大河网网友“大河寒
江雪”也告诉记者，B3 坐上去就是舒适，
再加上三环道路平整，感觉很爽。郑州快
速公交 5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其带给这
个城市的价值。

我在现场

空调效果好，车跑起来稳
时间：6月 23日
地点：郑州公共交通总公司快

速公交公司
访谈嘉宾：郑州公交总公司快

速公交公司政工科科长 王基勋

主持人：王科长您好，请问 B3
为何选择使用两种车辆接力的方
式运营？

嘉宾王基勋：因为三环地面部
分的施工还未完全结束，部分路段
不具备 18米车的通行条件，所以用
12 米车进行接力，是一种临时方
案。这样做是为了 B3能早日上路，
尽早让市民享受上舒适快捷的三环
快速公交，同时能缓解 B1 的压力，
让整个快速公交系统更加顺畅。

主持人：据说 B3的末班车是晚
上 8时，是不是有点早？

嘉宾王基勋：B3 的线路很长，
跑一圈需要两个多小时，晚 8 点发
车，司机回站时也已经 10 点多了，
再加上下班交车的一些程序，可能
11点多才能回家，希望广大市民能

够理解。
主持人：请问为了 B3 正常运

行，咱们快速公交公司做了哪些准
备？

嘉宾王基勋：可以说从 5 月开
始，我们就进入了 B3 开通的备战
期，首先就是要做好线站的计划。
例如 215、218 路要撤销，要保证经
常乘坐这些车的市民，非但不会受
到影响，反而有更舒适、更方便的
快速公交能够搭乘，让他们的出行
质量更高。然后就是对司机、站台
人员的培训也早已展开。由于很
多司机都有正常的跑车任务，所以
我们采取早上、中午、下午三班倒
的培训方式。例如早班司机的上
班时间是早上 6 点到下午 2 点，那
么他就利用下午的休息时间来练
习 驾 驶 B3，包 括 熟 悉 线 路 、站 点
等。下午班的司机就利用早上、全
天班的司机就利用中午，大家都是
牺牲了休息时间来保证 B3 能够准
时开通。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车
辆的维护、票卡的设计、其他人员

的配备、设备的安装调试等近 60项
准备工作。可以说为了 B3，公司所
有人都铆足了劲儿，很多人周六周
日也不休息，就是希望能给大家交
一份满意的答卷。

主持人：B3 跟以前的 BRT 相
比，有哪些先进之处？

嘉宾王基勋：BRT 车辆的动力
系统经历了从纯油到油电混合再
到现在 B3 的气电混合，可以说在
节能和环保上进了一大步。而且
B3 的稳定程度进一步提高，噪音
也小了许多，相信大家乘坐时会更
加舒适。

嘉宾网谈 为了B3，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

站台站台

司机接受培训司机接受培训

车辆加气车辆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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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干净整洁。

近日，天津一 89 岁老人跌出四楼的阳台，倒挂
在外墙的空调机上，3位来自南阳，在天津工作的农
民工徒手爬楼，站在 3楼的窗台上托举救人。现场
有很多人用手机拍摄下了这一幕。三人也被形象地
称为“托举兄弟”。“托举兄弟”的事迹先后被《东方时
空》和《朝闻天下》报道，引发网友热议。

@今日微博头条:河南托举兄弟天津勇救老
人！好样的！

@人民数字：大赞！这一举，举起了社会的大爱！
@我的奥林匹克：河南从不缺乏英雄，更不缺乏

见义勇为者。
@__西饭：这是一种纯粹的、纯真的、纯洁的、

纯正的大爱！这样的爱是可敬的、可爱的、更是可亲
的。当国家需要时，无数的农民兄弟们必将会把这
种自然的质朴情感升华成最精彩的民族之光！

@省下的_面包：这一举，举起的不仅仅是老人
的生命，更是社会正气！

微博炉

南阳仨民工托举相救天津 89岁老人

“托举兄弟”走红网络

点击事实：昨天，河南日报一版头题刊发
了题为《群众身边好法官》的长篇通讯，人民
网、新华网、大河网等上百家网站纷纷转载，
闫胜义一心为民的事迹在网络上引发巨大反
响。截至 6月 23日 18时，在百度上搜索“闫胜
义”的关键词，找到相关结果约 36000个。还
有不少网友对闫胜义十分好奇，提出了一些
问题，6月 23日，大河网记者邀请闫胜义与网
友进行了交流。

农民的孩子，朴实的法官

@xiaoxiao_32859：在群众路线不断开
展和深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最美法官是与
百姓心贴心，是将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的，
他在用自己的行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传播着
正能量。

@策马而行仪同三司: 扎根基层 27 年，
始终和百姓心连心，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
最美基层法官。

@doubleliang1027：为焦裕禄式的法官
叫好！

@2004seasonjj：农民的孩子，朴实的法
官。

@gi德行天下：人民的好法官，你彰显了
无私忘我的焦裕禄精神，是对人民负责的敬
业楷模。公正与认真永在，勤奋与光荣并存！

@汪也：想百姓所想，解决百姓最关心的
问题，百姓才会信任你，才会直言不讳。

@李尔火车：在基层一年就知道那种艰
苦，向前辈同僚致敬。

大河网网友“幽幽青山淡淡烟”：看了《河
南日报》的报道，感觉他确实像包公一样廉洁
公正，把百姓当做家里人一样对待。

为百姓服务，要学会换位思考

6 月 22 日，大河网记者带着网友们关心
的问题，邀请闫胜义本人进行了回答。

大河网网友“梦笔生花”：您常年在基
层 为 百 姓 奔 走 ，放 弃 晋 升 机 会 ，家 人 支 持
您吗？

闫胜义：第一次我放弃回城机会，家人
也是不理解，老婆甚至跟我生气，但是他们
看到那些打官司的人对我满面笑容，连声
道谢，我也因此满足时，他们慢慢的也就理
解了。

大河网网友“繁花半里”：现在大家都叫
您当代“包公”，您认为除了包公的公正廉洁
之外，当代法官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闫胜义：大家的称呼我受之有愧，但是我
觉得要想做一个合格的法官，除了必须廉洁
公正之外，还要有一颗亲民爱民之心，学会换
位思考，想想如果我是当事人该希望法官做

什么。
大河网网友“忘忧草”：您长年在基层与

群众打交道，对这些到法庭打官司的群众怎
么看？

闫胜义：一般情况下，老百姓不到万不得
已是不会打官司的，所以看似一件不起眼的
案件，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大事，法官的不公
正产生的恶果，就会让老百姓对法院不信任，
大而言之就是对法治失去信心。

网事聚焦
兰考法官闫胜义事迹被网友称赞——

这位“包公”脸不“黑”
□本报记者 张 恒 大河网记者 宋向乐

□本报记者 贺心群

闫胜义长年奔走在基层闫胜义长年奔走在基层。。

闫胜义下村调查案情闫胜义下村调查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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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封堵道路为啥没人管？
平顶山市湛河区政府称已协调处理

大河网网友“城市监督员”：平顶山市湛南路西段
道路去年重新修好，大大地缓解了光明路的交通拥堵，
方便了市民出行，但在西苑小区夜市处天天有夜市经
营者将残渣剩饭倾倒至路边，使下水道堵塞，污水横
流，恶臭难闻。现在一些商户为了在人行道停车方便，
在道牙处堆上水泥，形成斜坡，使本来就不宽的道路更
加狭窄，既影响车辆通行又不安全。希望有关部门尽
快拆除，还路于民，同时更应该加大道路管理力度，坚
决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民声回复：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
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湛河市场管理处已进行
了及时处理，加大了夜市卫生监督管理力度，要求商户
文明经营、卫生经营，实行“门前三包”，杜绝以上现象
的再次发生。针对网友反映的“夜市商户们在道牙处
堆上水泥形成斜坡，既影响车辆通行又不安全”的问题，
湛河区政府组织湛河区住建局、湛河市场管理处、湛河
规划分局、姚孟公安分局等单位，由湛河市场管理处负
责做好商户思想工作，区住建局负责实施，对该路段夜
市商户们在道牙处建造的水泥斜坡全部进行了拆除。

23年前的危楼咋还要加盖？
永城市综合执法局称为隔热层改造

河南手机报“187********”的读者：永城市东方大
道园林局西第二排原建工局家属楼，在 23 年前的 4 层
危楼上又接了一层，给 32 户居民生活造成危害，我们
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却一直没有回复。

民声回复：永城市综合执法局回复称，经查，该楼
房因使用年限太久，屋面檩条已经腐朽断裂、瓦条油毡
腐烂、黏土瓦严重破碎、脱落、沉陷，为预防坍塌只能用
木棒顶起。该楼实为危房，随时有坍塌现象，经过多次
维修，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以上问题给住户生活上
造成极大影响，特别是老人和孩子的安全让人担忧。
经协商，四楼所有住户集资共同改造屋面，拆除屋面黏
土红瓦、檩条、瓦条、隔热层内卧室南北隔墙及外墙等
一切杂物，屋面改用彩钢瓦屋面，这样既减轻了楼结构
的承重，又隔热、防雨、通风，有利于住户的生活。目
前，该楼房隔热层改造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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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网友“03740374”：在许昌县苏桥镇王彦庄
的农田里，政府拨付专项资金建设机井。但是如今，井
房整体倾斜，墙体开裂，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附近
村民宁愿舍近求远取水，也不愿意使用这个井房里面
的机井，生怕房子倒了砸伤人。

民声回复：许昌县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该项目
是许昌县 2006年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从 2006年完工
交付使用到目前已近 10个年头，年久失修，造成机井
周围土地沉陷及井房倾斜开裂。目前，该县已组织人
员将危房拆除，并对井台进行了整修，消除了安全隐
患，机井可以正常使用。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危房致机井成摆设
许昌县政府拆除危房消除隐患

本报讯 即日起，省政府食品安全办联合大河网，
启动“食品安全网络征文大赛”，奖金达 15000元。

本次网络征文大赛，围绕“尚德守法，提升食品安
全治理能力”的主题，请网友讲述身边的食品安全故事，
阐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看法。无论是消费者、食品行业
从业者，还是食品安全监管者，在 6
月 30日前登录大河论坛“食话实说”
版块，发布标题带有“食品安全征文”
前缀的帖子即可参赛。 （黄岱昕）

扫描二维码进入大河论坛“食
话实说”板块。

扫二维码观看试乘现场扫二维码观看试乘现场
视频视频（（左左）、）、高清组图高清组图（（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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