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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炼油厂昼夜生产污染环境
濮阳市濮阳县环保局责令拆除

大河网网友“美梦先生”：我是濮阳县户部寨老寨村人，村子旁
金提河南岸有两个小炼油炉全天生产，对空气污染十分严重。为
了乡亲们的健康，希望你们能来看一看我们的生活环境，管管这些
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

民声回复：濮阳县环境保护局回复称，经查，户部寨镇新老寨
塑料炼油厂主要生产原料是废旧塑料。该局执法人员已经会同相
关乡镇政府对该厂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该厂没有生产，现场有
部分原料及燃煤。执法人员现场对其下达了拆除通知书，责令该
厂限期清除现场原料及燃煤，拆除生产设备。目前，户部寨镇新老
寨炼油厂已将生产设备拆除。

孩子出生证和户籍日期不一致
周口市沈丘县公安局已审批变更信息

大河网网友“farmer123”：我是周口市沈丘县冯营乡村民，孩
子到了入学年龄才发现户口簿和出生证明上的日期不一致，导致
孩子无法报名上学。

民声回复：沈丘县公安局回复称，经查，该网友孩子的户口是
由其爷爷奶奶上报，比实际年龄小了近一岁，导致其在外地无法入
学。该局户政部门已要求网友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上报周口市
公安局审批。目前，该户籍变更信息已下达至沈丘县公安局冯营
派出所。

道路泥泞难行 网友急盼修建
驻马店市泌阳县交通局称正组织施工队开工

大河网网友“让特人”：泌阳县到官庄乡和羊册镇的道路非常
难行，一路上大坑小坑不断，下雨天都是泥地，晴天过个汽车也是
烟尘滚滚。

民声回复：泌阳县交通局回复称，经查，该段公路 2014年修建
计划已上报，目前施工图纸已完成，招标工作也已经结束，正在组
织施工队进点开工。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该给驾校教练戴上“金箍”

人民网 7月 30日报道，考驾照越来越难了！汽车进入寻常百姓
家，驾校随之火爆，学车难的呼声时有耳闻。是因为考试科目的难度
大吗？调查发现，让学车人头疼的，不仅是考试难，还有存在于驾校
的各种“猫儿腻”。吃拿卡要、加钱练车、考前打点……驾校“猫儿腻”
不少。网友“@黑风 389”评论道：“驾校教练光为钱，马路杀手一大
片。为了公共安全，该出台具体的监管措施，给他们戴上‘金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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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数岂能当“判官”？
中新网7月30日报道，家长凌晨排队报名、每天补习近7小时……

正值暑期，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奥数补习却如火如荼，渐成“第三学
期”。一边是 10多年来相关部门和地方三令五申“禁奥”，一边是禁
而不止的现实。奥数异化背后的“奥秘”在于，奥数仍是名牌中学挑
选生源的重要参考依据。网友“@风儿沙子”表示：“奥数‘阴魂不
散’说明有潜在的市场。不为成才为升学，奥数岂能当‘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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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

“高温、天热。在郑州市农业路与经二路交叉口一角的人
行道上，患病的大爷坐在轮椅上，大妈精心地用毛巾给他擦着
身子，像呵护一个孩子。看到这个瞬间，我被感动了。什么是
真爱？真爱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他（她）依
然 守 护 着 你 ！”7 月 29 日 ，七 夕 节 来 临 之 前 ，网 友“@东 方
红-001”在新浪微博上的一组图片深深地打动了网友。

@郑在Happy：一直以来都觉得“相濡以沫”这个词充满
了凄美，现在觉得，其实这也是种幸福，老的时候，有一双枯瘦
但依然温暖的手牵着，是多么浪漫的事。

@smxkn：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慢慢变老，这
并不仅仅是一句歌词，祝愿这两位老人长命百岁，幸福安康。

@奔跑的牙膏1982：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
群居，就是搀扶着过一辈子。大多数人生命的结局都不浪漫，
但会在浪漫中度过一生。

点击事实：“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
朱庄村的申成英老人，因住院的老伴
急需治疗费，没个着落，家里树上几万
斤成熟的桃子，希望低价卖出。”7 月
26日，这样一条求助微信 ，一时在新
乡市民的朋友圈里热转。

在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朱庄村，
70 多岁的申成英老人家里种植着 10
亩 桃 树 ，现 有 已 成 熟 桃 子 8 万 斤 左
右。为了给生病住院的老伴筹集医药
费，已是古稀之年的申奶奶独自一人
在路边摆摊卖桃，但是销量一直不佳，
这样下去桃子都将烂到地里。大河网
第一时间将消息发布，并在网站首页
推出。

该报道引发全国各地网友爱心热
潮，多家知名网站纷纷转载，@央视新
闻、@河南日报等大 V也进行转发，网
友转发 2 万余次，回复数千条。很多
网友们得知消息后，自发赶到老人家
中献爱心，甚至有外地的网友询问是
否可以邮寄。

7月 28日下午，新乡市节水办、新
乡市农业局、新乡市旅游局的志愿者
们赶到桃园，与爱心网友一起买走了
大批桃子。

7月 29日，老人的亲属告诉记者，
多亏了记者报道，申奶奶 10亩桃园中

的桃子已被“抢购”一空。

开个“舌尖上的爱心”
特卖专场中不？

@smxkn：哈哈，这是咱河南人的
传统啦，从“全城吃瓜”到“全城吃面”，
这下子是全城吃桃，每次看到这种新
闻都让人暖暖的。

@教会师傅饿徒弟：以前西瓜哥
卖瓜救妻的时候我都参加过，这次因
为身在外地没有去，真是可惜。桃子
既美味又能献爱心，何乐而不为？

@那小子真不帅：舌 尖 上 的 河
南，舌尖上的爱心，这些水果背后的故
事，一定会被人永远
铭记。

@青年AB：开一
个“舌尖上的爱心”特
卖专场中不？帮助这
些有困难的农户，最好
是可以放在网上卖，这
样销路一定很好。

点滴爱心汇成
河南正能量
@正在哈皮：桃

子甜，爱心更甜，正是
这些网友的点滴爱心

汇聚成河南正能量，文明河南，和谐河
南！

@suge9911：举手之劳，或许就
能挽救一家人的困境，何乐而不为？
莫以善小而不为，我感觉我买一斤桃
子和富豪捐上百万，爱心是一样的。

@查无此人1981：乐善好施一直
是中国人的美德，更是咱河南人的美
德，我的奶奶也已经 70 多岁了，所以
看到申奶奶，我一定会尽量去帮。

@西格玛 9999：人是群居的动
物，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有了困难
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望相助，为所有帮
助过申奶奶的网友点赞！

河南网友线上线下传递正能量

新乡一老人8万斤桃子4天内被抢购一空
□本报记者 亢 楠 大河网记者 赵 檬

七夕节前郑州街头感人一幕引网友泪奔

“我老了，你也会这样陪着我吗？”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首开专题询问会引网友关注

网友反映的问题上了省人大常委会
□本报记者 贺心群

“关乎河南教育事业的大事，这个要关注的！”7月24日，大河网网友“大河论坛”发帖称，“7月29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将举行专题询问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职业教育情况的专项工作报

告。会议现场届时将开设网友互动环节，相关领导将会在线和网友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河南的职业

教育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直接跟帖留言，您将有机会得到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专题解答。”该帖文一直受

到网友关注和热议，截至 7月 30日 18时 30分，该帖文受到 10余万网友的关注，250多名网友跟帖留言。

现场询问加追问
论坛页面进会场

7月 29日下午，河南省人大常
委会召开职业教育专题询问会，现
场的不少变化让记者们眼前一亮。

在会议现场记者看到，进行现
场直播的不仅有电视台的同行，还
有网络新闻媒体的记者们。这在
以前并未出现过。

询问会上，委员们的问题开门
见山，回答者更是简明扼要，重点突
出。与以往一问一答形式不同的
是，戚建庄委员和王云龙委员的直
接追问成为这次询问会的一大亮
点，开始时让记者为受询问人捏了
一把汗，但随后被证实是不必要的。

“请问省教育厅朱清孟厅长，普
通本科院校为什么要转型？转型有
什么困难？如何引导转型？”关少锋委
员说，前段调研中，他注重收集网民
的意见，发现网友们也非常关注职
业教育，对本次专题询问提出了许
多的意见和建议，他个人做了一些整
理。在现场大屏幕上，大河论坛相关
帖文和直播专门页面还进行了展示。
将网友的问题带到人大常委会上，直
接询问政府官员，在我省还是首次。 大河网网友“中原梦”：职业教育是

未来大势所趋！行行出状元，学一门实
用技术也很有前途！河南作为一个人
口大省，同时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应
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大河网网友“老辛”：当前河南省内
的郑州航空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对
实际操作型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发展
职业教育对于保障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人才需求很有意义。

大河网网友“金兵甲”：河南职教能
不能曲线突围？没有最好的大学，咱可
以有最好的高职院校。

大河网网友“zhanglijun 71”：职业
教育是更实际的教育模式，政府重视起来
是好事，但主要是怎样把人们的观念转变

一下，让我们的职业教育成为成才的热门
选择。国外的教育模式都是研究学术型
教育和技术技能型教育的无缝结合，我们
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教育模式。

大河网网友“守望真理”：政策倾
斜，经济引领，校企联合，打造高端应用
型人才。

大河网网友“飞雪无痕”：职业教
育，重在做实。要从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践教学等方
面真抓实干。

大河网网友“平凡再平凡”：如果只
是教育，而不是顺应市场，那么教育出
来的就不是才，没有实用性。

大河网网友“夏雨潇潇”：如果能培
养出大量成熟的各层次技能人才，那就
是最大竞争点和吸引力。加油，河南！

大河网网友“非常同意”：看了网络现
场直播，顿感眼前一亮。从内部会议到网
络现场直播，从网民代表现场旁听到网民
问题被带上会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从此
不再“神秘”，变得公开、透明，折射出人民
代表大会监督的进步性与权威性。

大河网网友“悠然钓者”：职业教育和
技能培训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教
育改革发展，事关民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问题，也是最根本的发展要求。在这次职
业教育工作询问会上，人大常委会委员们
有备而来，在充分调查研究所问课题的基
础上，分别就政策落实、发展规划等情况向
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进行询问，创新了形
式，将网民问题直接带给副省长和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询问，让监督走进了现场，更
拉近了与网民间的距离，务实更亲民！

大河网网友“寒江雪”：一场看似普通的

省人大常委会问询会，却让人耳目一新。首
次使用网络和电视同步直播，委员追问相关
问题，首次将网友的问题问询政府官员等，
这是在践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承诺。
决策流程的透明公开不但不会削弱决策的
权威和严肃性，反而能让公众产生信任感，
提高政策贯彻执行的力度。同时也能激发
公众参与热情，更好地促进决策的科学性和
可执行性，可谓一举多得。

这场创新人大监督模式的专题询问会，
开河南人大之历史先河。会上，8名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向省政府一位副省长、6个部门
的主要负责人现场“考问”，网民的问题被带
到了会上，亿万河南人民首次通过电视、广
播、网络同步现场直播见证了委员们对职业
教育工作的圈点评价。没有繁文缛节，开门
见山。问者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每一个问题
都直指当前群众关注的热点，每一个问题都
关系转型跨越的具体实践，显示了人民代言
人的责任担当；答者坦诚直言，严肃认真，显
示了人民公仆接受人民监督的勇气。一问
一答，公开透明，实事求是。委员和部门负责
人“激烈交锋”，彰显着政务公开，代表着百姓
的利益。

询问就是推动，回答就是承诺。专题
询问是回应群众诉求、维护好群众切身利
益的重要举措，是转变作风、贯彻落实党的
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不仅意味着人大代
表可以充分行使权力，更意味着政府积极
主动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
府”，让监督更有实效。期待我省人大能够
以此为契机，使专题询问制度化、常态化。政府重视是好事，观念转变是关键

务实亲民的形式让人眼前一亮

专题询问会让监督更有实效
大河网网友“波波”

好帖速递

申成英老人在路边卖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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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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