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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聚焦

“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河南好人’成了潮
流？7 月 25 日，第 12 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
范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有 6 人受到表
彰。他们分别是‘托举三兄弟’刘新军、贾晓

玉、杨明荣，将游泳圈让给他人的刘金显，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赵利科、代俊锋。为河南
好人点赞！”7 月 27 日，“@河南日报”发布的
这一消息引发众多网友转发，一场为河南好
人点赞的热潮在网上兴起。

河南网友：
河南人挺身而出不是偶然

@梵心物语000：河南好人、河南精神名
扬神州大地，他们是河南人的骄傲。

@河南理工大学：他们用危难之际的善
举、义举撑起河南的精神脊梁！优秀的河南
人，向模范学习、致敬！

@赵云龙: 见义勇为的事，河南人遇上
了都会挺身而出。

@洗暖的瞬间：到哪儿都有咱河南人的
身影，到哪儿都有咱河南人的事迹！

@随着幸福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
件件感人的事迹，“河南好人”用真情打造品
德高地，释放着河南正能量，彰显了河南人的
精神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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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保持着朴实的性格，在别人的生命受到威
胁时，总是能挺身而出，这绝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沉甸甸的社会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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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们，还
有魏青刚、李学生、刘兴元和刘贺龙父子等众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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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网友：
6个普通的河南人感动了整个中国

湖北网友“@细雨毛毛”：6 个普通的河
南人，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感动了整个中国。
英雄，我们爱你！

湖南网友“@中南之声”：这些英雄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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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

广东网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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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英雄频现，更体现了
河南人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网聚观点

低保户身份信息被盗用购车
濮阳市范县公安局协助解决

大河网网友“抬头晴天”：我家在濮阳市范县，生活非常困难，
近年来一直依靠低保和亲友的帮助度日。今年2月份，突然被告知
因我父亲名下有一辆富康小轿车而撤销低保资格。我们家没人会
开车，更别说买车了，现在还要求我们退还这三年领取的低保款。

民声回复：范县公安局回复称，经查，网友反映的是一辆神龙
富康车，1994 年以反映人父亲牛某的名义在濮阳市车管所办理入
户。经过范县公安局与濮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沟通协调，
最终牛某写出对该小型轿车的书面注销申请，濮阳市车管所对该
车进行了注销。目前，牛某已经向民政部门提交了低保申请，正在
等待民政部门的答复。

铁厂临近民居 噪音污染严重
安阳市安阳县环保局称机器故障导致

大河网网友“哈嘻儿”：安阳县水冶镇的沙钢永兴铁厂距离姬
家屯村民居住区太近，导致村里污染严重。空气中到处充斥金属
碎屑、粉尘，居民自家院子地面总是灰蒙蒙的，并且噪音污染严重，
有时候两个人面对面讲话都必须喊着才可以听清楚。

民声回复：安阳县环境保护局回复称，接到网友反映的情况
后，该局执法人员对永兴铁厂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公司正在生产，
一座高炉透平机出现故障，噪声较大。目前公司正在抢修，并积极
采取封闭车间等措施，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安阳县环保
局表示将加大对该公司的监督管理力度，督促其尽快维修，减少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

两个多月未发工资
信阳市罗山县公路局称属个别情况

河南手机报“187********”的读者：我是罗山县公路局的员工，
单位从 5月到 7月都没有发工资，请帮忙问问怎么回事吧。

民声回复：罗山县公路管理局回复称，经查，公路局绝大多数
员工工资都能正常发放，其中原二级公路收费站撤销以后转岗安
置人员因无编制和经费，有时存在无钱发工资现象。对此，该局已
向上级汇报，正在积极着手解决。

工伤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
律师说法：应由用工主体担责

大河网网友“小白”：我的一个亲戚经包工头介绍到一家建筑
工地工作，最近干活的时候摔断了左腿，他如果申请工伤的话该由
谁来担责？

律师说法：《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的
孟长莉认为，根据劳社部（2005）12 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事项的
通知》规定：“建筑施工、矿上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
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
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该网友的亲戚可以向违法发包给该包工
头的建筑施工企业提出工伤赔偿请求。在此程序之前，劳动者需
要先通过法律程序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为该建筑施工企业
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做前置准备。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中新网 7 月 28 日报道，幼儿参加奥数培训、家长凌晨排队报
名、每天补习近 7 小时……暑期过半，记者走访北京、上海等城市
发现，奥数补习如火如荼，渐成“第三学期”。一边是十多年来相关
部门和地方三令五申“禁奥”，一边是越禁越火的现实。据专家介
绍，只有 5%－10%的孩子大脑发育较早，能力强一些，比较适合学
习奥数。大部分孩子不适合，家长应在孩子适合的年龄阶段安排
学习。网友“飞驰的奇异果”评论说，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当子弹，
冲到最前面去的，如果不了解孩子的能力及兴趣所在，去了也是当

“炮灰”。
从性别分布来看，女性网友更关注此事；从年龄分布来看，

30~39岁网友更关注此事。

到营业厅买手机号也要留心
新华网 7 月 28 日报道，北京的李先生 7 月初到某营业厅购买

3G 新号码，启用后每晚却接到不少“找小姐”骚扰电话，李先生
要求更换号码，起初运营商不答应，后经协调答应给其更换。
记者从该运营商客服获悉，由于号码资源有限，以前注销的号
码会重新分配到市场中，因此骚扰难免。网友“吉敏樊”评论
说，太着急挣钱了吧？废弃的号码应该多停一段时间再流入市
场，对于从事不法行为的前用户，应该让公安机关对其“秋后算
账”，坚决打掉。

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网友更关注此事；从年龄分布来看，
20~29岁网友更关注此事。

（以上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

别让自己孩子当“炮灰”

河南 6 人获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全国网友为河南人点赞
□本报记者 张 恒

进军“一线”，郑州还要做点啥？
□本报记者 亢 楠

郑州航空港、郑州商品交易所、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中欧班列……

网友盘点郑州“一线城市元素”——

“咱郑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了，‘一线城市元素’越来越多，虽然距离北上广还
有不小的差距，但大型城市框架雏形已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郑州一定有机会跻
身一线城市行列”。7 月 26 日，网友“跋涉者之路”发表的一篇题为《郑州在很多方
面有了一线城市的特点》的帖子，在大河论坛上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短短几天时
间，点击量超过 20 万人次，回复 200 余条。

大河网网友“跋涉者之路”：郑
州在很多方面有了一线城市的特
点。在经济发展方面，郑州有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有全国四家期货交易所之
一的郑州商品交易所；在物流交通
方面，有居全国前列的郑州高铁站，
米字形高铁使郑州交通枢纽地位稳
固。更有数一数二的中欧班列、亚
欧铁路物流中心和国际航空物流中
心；在高新科技方面，有苹果公司中
部第一家专卖店，有谷歌的电子商
务基地和微软云。在文化方面，有
全国规模前三的河南博物院，有永
久落户郑州的国际街舞大赛。

大河网网友“小秋葵”：地铁咱
有了，IMAX 咱有了，各种豪车 4S店
咱也有了，郑州“一线城市元素”真
多。

大河网网友“东城男孩”：以前
去北上广，看到的东西都是新奇的，
都是郑州所不曾有的，但现在他们
有的郑州基本都有了，甚至还
有他们没有的，外地朋友看到

了，都会赞叹郑州这些年发展之快。
大河网网友“金色麦浪 9”：作

为一个老郑州，我见证了这座城市
的发展，从曾经的“只有一路公交”
到现在的“BRT 亚洲第一”；从曾经
的“购物首选亚细亚”到现在商场遍
地开花，郑州速度让我骄傲！

大河网网友“千分之一的爱”：
郑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了，以前到
大城市甚至国外才能买到的名牌，
现在不出郑州也就有了，LV、阿玛
尼、爱马仕、香奈儿，没有你买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大河网网友“剑啸江湖
787”：曾经连麦当劳都很少
的郑州，现在星巴克都
开了好几家了，我大
郑 州 真 心 要 雄 起
啦！ 7 月 27 日，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教授陈光明在接受焦点
网谈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
年，郑州过于注重商业发展，
忽略了城市文化的建设，网友
所说的这些“一线城市元素”
仅仅是大都市的硬件元素，而
对于一个大都市而言，文化元
素、休闲元素、宜居元素也是

很重要的。文化方面，虽然郑
州毗邻古都开封和洛阳，拥有
少林寺和黄帝故里，文化底蕴
可谓深厚，但在市区内，关于
这些文化的元素却几乎看不
到。在休闲方面更是不足，外
地人来郑州除了白天购物、晚
上吃大排档之外，缺少好的休
闲项目。此外，郑州对于公共

设施建设较差，市内优质水域
较少，市民缺乏日常活动的空
间，宜居元素不足。

陈光明说：“郑州想要发展成
为大都市，一定要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注意城市文化、休闲、宜居
等元素的建设，要合理地规划市
区建设，使游客不再‘购了物就
走’，要让他们来了就不想走。”

可以说郑州完全具备一
流城市所有硬件基础。但即
使如此，郑州在很多人眼里还
不算真正一流城市，既不能和
北上广等一流城市比较，甚至
连和地处西北的西安比较也
稍逊一筹。那么郑州差在哪
里呢？

首先是城市定位。郑州
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使
郑州吸引了更多外来资源，外
来资源不断融入使郑州发展
充满活力，但也让城市发展定

位越来越模糊，郑州到底是一
座什么城市，历史名城、交通
重镇、工业基地、文化之都，好
似各方面郑州都做得很好，但
却始终没有一个能叫响全国
的名片。

其次是发展细节。一线
城市有的郑州都有了，一线城
市没有的郑州也有，现在的郑
州其实完全具备一个一线城
市所应有的基本特征和硬件
条件。但拥有这些并不能说
明郑州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和

北上广深比起来，郑州差在细
节上。

第三是文化孕育。文化
是一座城市的魂，纵观国际上
所有知名城市，都是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的城市，比如谈起国
际米兰和马德里，都知道这是
足球之都，谈起西安，都知道
是汉唐文化之都。文化最能
感染人，也最能凝聚人，郑州
如果能够在培育城市独特文
化上有所突破，郑州将会当之
无愧进入国内一线城市行列。

郑州有了很多一线城市的元素

大河网网友“天亮说晚安”：虽
然有了很多元素，但相比一线城
市，郑州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最大
的问题是城市建设，郑州底子薄，
这从城区道路规划就能看出来，要
想发展得好，还得“大修大补”啊！

大河网网友“阿三生炸”：郑州
能成为 NO.1 的行业却很少，还是
需要“择一业以兴城”，不但使产业
更加集聚，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郑
州的城市名气。

大河网网友“一片绿叶知青
山”：城市建设方面还是有很大差
距，比如北京的非机动车道、杭州
的公共自行车、上海的自贸区，这
些都是日后郑州应该努力的方向。

大河网网友“中原风格”：市内
的文化元素太少，缺少城市精神，
以后郑州要多注意挖掘自身的文

化资源，把郑州打造成一个来了就
不想走的城市。

大 河 网 网 友“ 天 涯 海 角
1983”：郑州缺少公共绿地等一些
宜居元素，我认为一线城市不仅仅
是经济发展要好，环境更要好。

大河网网友“韩斌的马甲”：细
节决定成败，要多去大城市看看，
吸取经验教训。

大河网网友“萌萌哒小哥哥”：
要注意多个区域协调发展，东区
美，西区旧，南工厂，北宿舍的局面
要改改了。

大河网网友“凤梨头强哥”：比起
一线城市，郑州缺少的是城市的灵
魂，属于自己独有的、能够令人记忆
深刻的气质。让人听到某个词之后，
能第一时间能联想到郑州，有了这
些，才有了成为一线城市的潜力。

想进军“一线”，郑州还要做点啥？

好帖速递

记者连线

要加强市区内文化元素的建设

大河网评论员张凡：

郑州离一线城市隔一层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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