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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骨干与焦裕禄、红旗渠人、红军、愚公一起“博”动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感动着
□本报记者 贺 心 群

美丽中原
带给我们满满的震撼

@高淑静静静：在兰考第一天 ，就被焦裕
禄的精神所感染，在这个接地气的地方，聆听着
焦桐的故事，听他们诉说着关于他的故事，每时
每刻都在感动着。焦裕禄精神虽然发源于兰
考，但时代呼唤精神，社会需要楷模，它不仅仅
是兰考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希
望我们这些祖国的未来能把他的精神传递下
去。

@你迟到了一千年：在王屋山下，愚公故
里，大骨班学员在雨中诵读了《列子·汤问》，又
冒雨登上雄伟险峻的王屋山。大家在感叹祖国
大好河山的同时，更为愚公那不畏艰难、敢为人
先的精神所震撼！昔日愚公敢想敢干，今夕大
骨奋勇向前！这是精神的力量，更是大骨坚守
的信念！

@方小小小鑫：鲜红的血液流淌在中原大
地的历史土壤里，铮铮的革命精神在文物与解
说里传承。信阳的光芒会指引我们新一代为国
家的伟大复兴奉献我们的青春，如今的生活来
之不易，我为祖国骄傲自豪。

@岚岚de小语：拜访故居，钦佩于先人勇
敢开拓的信心，参观纪念馆，感动于林州前辈们
不畏艰难险阻、不怕吃苦的精神；翻越桃花谷，
留恋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丽中原，带给我们
满满的震撼。

@加贝哟：老家河南，精神的家园。浓香
的精神鸡汤每天都能沁人心脾，这不是幸福是
什么？

点击事实

“中原腹地，文明古都，这里蕴
藏着九州发展的历史财富，这是一
次精彩的精神文化之旅。”8 月 10
日，网友“@雪未央 jiaojiao”在#晒
晒我的河南行# 话题下这样留言。

由共青团中央、河南省委主
办，团省委承办的中国大学生骨干
培养学校第七期学员暑期实践锻
炼河南行 8 月 4 日启动以来，学员
们在学习实践之余，通过微博与网
友们交流心得，互通感悟，参加活
动的学员来自全国“211 工程”、

“985 工程”学校校级学生会主席、
研究生会主席，全国学联、省学联
驻会执行主席。8月 10日至 11日，
焦点网谈记者通过官方微博与学
员代表进行了交流，聆听他们内心
深处的“河南行”。

@焦点网谈：这次河南之行你最大的
收获是什么？

@夏源彤：我最大的收获主要是在思
想上更加坚定了跟党走、为人民服务的信
念。这次河南行，通过更多感性上的了解
和亲身走访感受，我非常想把自己的未来
投入到为基层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我更
有信心、有决心多吃苦、多奋斗，把自己手
头的学业和工作处理好。同时我要把这样
的认识和感动分享给我的同学们。

@焦点网谈：请谈谈你对焦裕禄和焦
裕禄精神的认识。

@夏源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焦裕
禄同志心里只有人民，从来没有过自己。
也正是如此，焦裕禄同志获得了兰考人民
的鼎力支持，才能够将三害治理好。在全
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这种精神更需传
承下去。作为一名学生，我更坚信了人民
需要青年，人民也能成就青年的道理。

@焦点网谈：河南信阳之行你感受最
深的是什么？

@李赫然：来信阳的这几天，每一分
每一秒我们都过得尤为难忘。看到一张
张震撼人心的照片，听到一件件感天动地
的事迹，让我们明白了，是信仰的力量，是
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让一个个普通
人、让劳苦大众成为真正的钢铁战士，成
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中坚力量。

@焦点网谈：你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李赫然：祭英烈、温誓词、唱红歌、

访英雄、入农家，一次次的学习一点又一
点地充盈着我们的灵魂。我们一定要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担时代赋
予的重任，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建设祖
国的生动实践中体现人生价值。同时会
把在大别山学习到的宝贵精神传递给更
多的青年人，让信仰在更多的青年人中扎
根生长。

全国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用户、网络名人和
广大网民，都应遵从“微信十条”、坚守“七条底
线”，将最真实、最可信、最好看的内容呈现给广大
网友，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积极传播正能
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大河网官方微信联合省内知名公众平台、自媒体发出倡议：遵从“微信十条”

只有守规矩，微信才能有威信
□本报记者 亢 楠

“公众账号带有公共属性，它不是自家客
厅，可随心所欲，而是茶馆或广场，每次发言都
可能被扩散、放大。国新办的十条新规是一场
及时雨，给那些肆意发布消息，利用微信公众
账号谋取私利的人当头一棒，值得点赞！”8 月
10 日，网友“@乔好 Baby”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近年来，包括微信等在内的即时通信服务
发展迅猛，为网民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
台和了解信息、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但谣
言、色情、暴恐、诈骗等不良信息也给网民带
来不少麻烦。8 月 7 日，国信办授权新华网发
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
行规定》，对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
管 理 做 进 一 步 规 范 ，网 友 称 之 为“ 微 信 十
条”。这一举措受到网友们的大力支持，他们
希望大家遵从“微信十条”、坚守“七条底线”，
传递最真实、最可信、最好看的内容，打造精品
微信公众平台。 8 月 11 日，大河网官方微信联
合“宏承号”、“利世带你去旅游”、“阿漂焦作”、

“侃神不帅”等省内各知名公众平台、自媒体等
发出倡议。

“微信十条”是一场及时雨
@雨天-阅读眼泪：坚决支持，不能因为即时

通信服务方便就忽视其存在的问题。有的人利用
即时通信工具发布涉恐、涉暴、涉黄等违法信息，
传播诽谤甚至谣言，引发网民的反感和恐慌。

大河网网友“金兵甲”：媒体的概念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微信的公众平台，其实就是
一种自媒体。而这些非媒体人士所运营的账号缺
乏媒体意识，如果不加以管控，弊端会越来越大。

@郑在Happy：早该下重拳了，微信如果没有
“威信”还怎么叫公众平台？而且微信的监管难度比
起微博来说更大，如果没有决心，怎么可能管得住？

大河网网友“此处略去三百字”：“微信十条”
绝对是一场及时雨，把这些刚燃起的“无序之火”
给浇灭了，防微杜渐。

@媒体人小赵Sir：这些新规实际上对我影
响不大，因为咱本身就是个坚守“七条底线”的好
同志，这对遵纪守法的我来说，都不是个事儿。

@浮鼎yangs：无非就是注册的时候多一道实
名认证嘛，这样的规矩在国外早就存在了。对普通
用户来说，多花点时间注册就一劳永逸了，但对于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这可是不小的打击。

“微信十条”是即时通信工具的成人礼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林 耘

微访谈

我觉得可以把这种规则的出台看作
这种即时通信工具的一个成人礼，就是以
前你小时候爱怎么跑没人管你，现在成大
人了，你要有社会责任。有些人可能在网
上玩得比较疯一点，现在不太适应。但是
对于这次实名制，大家还是有心理预期
的。从规则制定来讲，也预留了空间，所以

比较好接受，毕竟从微博开始就逐渐地引
入了注册的实名制，这个过程大家已经比
较习惯了。再加上吃了这么多亏，比如被
人假冒之类的，你当然希望有保护的工具；
另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来可能在技术
手段上还要进一步地跟进，这样会更高效
安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也是一个信
用社会。让不规范操作受到制度约束，让别
有用心之人受到法律法规的震慑，这是对即
时通信工具运行不规范的源头治理。那些
公众号也将面临一场灵魂深处的洗牌。哗
众取宠、刻意传谣从而吸引眼球的公众号，

自然将成为秋后的蚂蚱。公众平台只有主
动承担信息的纯洁性和营养性，信息才能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加有效率地流通流
畅。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化实名认证的“微
信十条”就是一个高等级安全系数的 U 盾，
保证信息安全，传递正能量。

“微信十条”就是高等级安全系数的U盾
河南民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郭力

“微信十条”只是给微信快车办了驾照
大河网特约评论员 张 凡

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正以超乎
想象的速度，不断创造互联网发展史上新的
奇迹。但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确
保自己安全的基础上，不影响他人利益，不违
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

有网友认为“微信十条”极可能会影
响言论自由、损害个人隐私，但这只不过
是政府管理的一种自然延伸。“微信十条”

的出台等于以国家名义要求即时通信经
营方应强化对用户信息安全的保障，只要
网民不发布违法或危害社会安全的言论，
此举其实是从法律层面上强化了对网民
的个人隐私的保护。

“微信十条”的出台等于给微信用户办
了一个驾照，有了这个驾照，时刻按规则行
驶，才能行得正，走得远。

大河网官方
微信遵守“微信十条”倡议书

四轮电动车出事故将按机动车处理引网友热议

更该管的是违法生产厂家

“没牌照，可以肆无忌惮地闯红灯，违规停在人行道
上。最近，郑州街头四轮电动车卖得很火，时速接近 50 公
里，商家称‘不用上牌、无需驾照’。交警部门称，此类电动
车不符合车管所上牌要求，本身就是违法生产，若出交通事
故，将按机动车来处理。”8 月 11 日，“@清水的小窝 977”的
微博留言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平地炸响一声雷：安全隐患严重的车子，属于三无：
无牌照、无声音、无人管状态，在路上看到这种车得躲远点。

@起个名字好烦啊啊：就应该专门整治一下这个东
西。

@顺其自然6879：机械动力车，就应该归于机动车，要
严管，不然满大街都是无牌无证车。

@KH77：为啥违法还可以生产和销售？这种四不像
车辆，上市出事了推给交警，当初谁把的上市关？

@心无碍事无碍：安全隐患那么大，为什么“有关部
门”不管源头，去管一下违法生产厂家？

村民违规在耕地建房
平顶山市国土局湛河分局责令停止

大河网网友“ddhj”：平顶山市湛河区湖河办事处潘庄
村村民承包了村里的三亩多耕地种植桃树。但近日，他
们开始在地里建房，拉料、建围墙、挖地基，村干部也阻挡
不住。

民声回复：平顶山市国土资源局湛河分局回复称，接到
村民举报后，该局已赶往现场要求立即停止施工，并下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面
对面的法律宣传，讲清非法占地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后
果，告知办理申请审批宅基地的法律程序，当事人逐渐认识
到非法占地的错误行为，主动拆除建筑设施。

道路年久失修 老人出行难
开封市顺河区政府称逐步改造

大河网网友“路难行”：开封市轴承厂大门向北及向西
通往原郊委家属楼的道路年久失修，现在已成了一条土路，
并且坑洼不平。晴天一过汽车尘土飞扬，遇到雨天坑洼的
道路上全是积水泥泞，这一带住的老人都无法出门。

民声回复：开封市顺河区人民政府回复称，创卫期间，
该区对辖区内主要道路进行了修缮。目前，背街小巷的路
面改造计划正在逐步实施中，请居民耐心等待。

小学校园被私立幼儿园占用
永城市教体局已取消其办学资质

大河网网友“永为民”：永城市蒋口镇张庙小学是去年
9 月经市教体局批准恢复的义务教育教学点，但学校恢复
一年来,老师和学生却在尴尬的处境中生活着。因为学校
一大半的房屋和用地都被私立学校蓝天幼儿园第二幼儿园
占用了。

民声回复：永城市教体局回复称，经查，原蒋口镇张庙
小学在学校布局调整时，已于 2009 年撤并。张庙村委会为
解决本村幼儿入园问题，由村民代表邀请蓝天幼儿园到该
村，利用原村小学闲置校舍开办幼儿园，经蒋口镇政府和中
心校同意，申报成立了蓝天幼儿园第二幼儿园。去年，应张
庙村民要求，经该局同意，恢复原张庙小学教学点，张庙村
委和村民代表要求蓝天幼儿园第二幼儿园搬出小学。目
前，根据村民要求，该局已通过程序取消了蓝天幼儿园第二
幼儿园办学资质，并责成该镇中心校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我更坚定了跟党走
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会副主席 夏源彤

一次次学习都在
充盈着我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 李赫然

扫描二维码
参加互动

活动现场。 大河网记者 时文静 摄

@焦点网谈：河南之行中你印象最深
的是什么？

@李腾sjtu:这次河南之行收获非常丰
富。我们看到了以前不了解的美好的城镇
化建设，在中原特钢看到了我们学校曾经生
产的旧设备，感到特别自豪，同时也近距离
了解了我们的民族工业，也看到了我们工科
大学生的责任，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焦点网谈：你眼中的愚公移山精神
是什么？

@李腾sjtu:以前是通过神话故事来学
习愚公移山精神的，来到愚公故里之后，看
到那雄伟的高山，更为他敢为人先的魄力和
勇于坚持的毅力所感动。在中原特钢，有的
几代人都在这里上班，一方面体现出他们对
于民族工业的高度热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他们的坚持和毅力。电子商务创业园更是
敢为人先精神的体现。作为与时代一起发
展的大学生，一定要有这种敢为人先、坚持
不懈的愚公精神。

我在这里找到了更多的自信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副主席 李 腾

@焦点网谈：你对河南的印象如何？
@宋林林：河南是我国古代文明发源

地之一，它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初次踏足
中原大地，我就感受到了中原大地沉厚的
历史积淀，感受到了中原人民扑面而来的
热情。

@焦点网谈：怎样评价你的这次河南
之行？

@宋林林：本次河南之行可谓是收获
颇丰。通过考察调研，我们对河南的历史
文化、社会状况和民风民情有了一定的了
解。与此同时，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红旗
渠精神、扁担精神和岳飞精神等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是河南人民、林州
人民带给全国人民的伟大精神财富，每
个青年都应从个人做起，用实际行动去
感染周围的人，更好地传承弘扬红旗渠
精神。

我精神上受到了洗礼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会主席 宋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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