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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报道的“抵制网络粗鄙语言”呼吁获网友力挺

上网不用粗词脏话，中不？
□本报记者 贺 心 群

用爱心帮“渐冻人”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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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毕竟是一个公共平台，包括
未成年人在内都可介入。如果我们的
下一代每天学的都是满口脏话，我们
是什么心情，不脸红吗？即便是有情
绪、有不满，看在这些未成年人面子
上，请文明用语。”8月 26日，大河网网
友“街边的树”这样跟帖留言。

8 月 21 日，知名网友“杜红超”在
自己的朋友圈里呼吁：“从 SB 到草泥
马，从苦逼到逼格，从发明和传播这种
网络语言开始，咱不使用这些粗鄙或
亚粗鄙词汇好吗？”大河网第一时间对
此进行了报道，同时在大河网官方微
信平台进行了转发，引发众
多网友关注和力挺。

@kidult 自信真如：现在网络有个词“DIAO 丝”很火，还有“我
靠”也被大部分年轻人挂在口头，还有“傻 X”等等，他们不知道这是
脏词吗？或许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文化低的，也许有些虽是高学历，
但他们会说这样做时尚，有快感，有个性。文化上的粗鄙病在流行！

@一荷澄澈：现在的网友说话太随便，层出不穷的粗词脏话被
网络热推。净化语言环境刻不容缓！

大河网网友“雨点叮咚”：不得不说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了，现在都不敢让孩子上网了，那么小的孩子都口吐脏字实在太
可怕。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青楼居士”：有些词虽然知道是戏谑，但
是真的看得人脸红心跳的。确实该扫荡一下 。

@海玖朵设计-Alisa：网络对人没有太多限制，大家各抒己见，
但是任何事情都能看到底下有一堆骂人的人！有时候看一些热门
微博底下的评论，真叫一个堵。不知道那些博主自己看到又会是多
么难受！

粗鄙病流行，都不敢让孩子上网了

言行文明
才是社会发展中的真时尚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伊利贝纳品牌”：我发现
现在的网友都喜欢学网络语言，在和朋友聊天时来
几句网络语言就感觉赶上了时尚，这其实就是缺乏
中国文化底蕴的表现。言行文明才是社会发展中
的真时尚！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郁真”：所谓的时尚网络
语言其实就是人们的日常口语谐音简化使用的替
代品，这些低俗的网络词汇不但严重影响了网络文
明环境，也给中小学生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许多
缺乏判断能力的孩子误以为网络词汇科学严谨，甚
至把庸俗当高雅，在学习和考试中频频使用，实在
贻害无穷！

@央视新闻：秽语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不是
文化建构的水泥。网络秽语不仅有侵略性，还具有
传染性，一些温文尔雅的大 V，不时也选择用脏词
作为表达工具，这只会将互联网推向厕所化的边
缘。“群体是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的想法使
秽语猖獗，应划出法律红线，并加强自律。

@雅杰露水：文明是一种气质，更是一种境界，
网络世界不应远离文明。网络是大家的共同环境，
彼此珍惜不要轻易污染，只有个体的文质彬彬，才
会有网络文明的亭亭玉立。抑制网络脏话，从我做
起，从自身做起，做一名网络文明人。

说脏话严重者可能被“封口”
作为公众舆论平台的管理者，他们是如何看待和处

理这些脏话的呢？8 月 24 日，大河论坛管理员告诉焦点
网谈记者，有些网友为了引发关注，经常会用一些粗俗
的标题。为防止不良的网络语言污染网络环境，管理员
每天都要进行数遍筛查，有时候甚至设置词汇屏蔽。

新浪微博客服 8 月 25 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净化
网络环境，他们在微博首页公告栏设有《微博社区公
约》，并链接了微博举报处理中心。发现骂人等脏话后，
网友可以直接进行投诉举报。如果投诉被受理，他们会
根据参考标准最初判定，轻者会被扣除信用积分，严重
的会被禁言甚至封号。他们希望网友文明上网，网上网
下都做文明人。

抵制网络脏话更要注重线下

针对抵制网络脏话这个话题，
郑州 12355 青少年维权及心理咨询
中心主任袁林方 8 月 25 日接受采访
时表示，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正
面的，网上用谐音表达的“粗口”尽
管不文明，但不能否认它也是一种
文化，“粗口文化”更是自古就有
的。现在的孩子上网的比较多，他
们的好奇心和模仿能力都较强，虽
然不一定知道这些词到底是啥意
思，但他们会很容易接受并在现实
生活中使用，因此很有必要净化网
络环境。

他同时表示，只在网上抵制网
络脏话还不够，生活环境对孩子的
影响更大。除了在上网时不说脏
话之外，在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大
人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在孩子面前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使用文明用
语、礼貌用语，同时正确引导孩子
不用网络粗词，不说脏话。粗词和
脏话从现实生活中消失了，网络自
然会成为大家进行快乐交流互动的
清朗空间。

拒绝粗鄙网语，从“我”做
网络是一个公共平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

人正参与其中，很有必要净化网络用语，共创文
明网络！大河网呼吁各位网友，尊重自己，尊重
他人，拒绝粗鄙网语，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非营运轿车 6年内免检新政下月起实施，网友叫好并建议————

手续可以省 监管不能松
□本报记者 亢 楠

点击事实：“还有几天，非营运轿车免检新规就要实
施了，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每年审车都是一次痛苦
的回忆，尤其是赶上高峰月份，恨不得带便当来。”8 月 24
日，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Bitterf”在看到这条消息后激
动地说。

据报道，从 9 月 1 日开始，全国非营运轿车 6 年内免
检。享受私家轿车 6 年内免检政策的轿车必须是 2010
年 9 月 1 日后注册登记免检的，同时每两年要提供车船
税和交强险证明。网友们的关注度随着日期的临近逐
渐升温，多数网友认为“非营运轿车 6 年内免检”既避免
了资源浪费，同时也让老百姓免去了审车之苦，值得为
之点赞。

车主：省下的不只是钱和时间
大河网网友“溅起一滩水花”是一位金融白领，每年

审车都是恰逢公司最忙的时段，甚至好几个星期都不能
休息，还要专门腾出一天时间来，简直是苦不堪言。他
说：“有次实在太忙没去审车，但急需开车出去见客户，
我差点到租车公司去，还好老舅借给我他的车，这才熬
过去。”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司马棋”吐槽，车辆免检省下
的不仅仅是时间，那种年年“买火车票”般的痛苦只有经
历了才知道。有次去审车，本打算早点去，结果在小区
堵了一会儿，等到地方就一眼望不到头了。网友“三只
老虎”说，现在人们都很注重汽车保养，有点杂音都会去
4S 店做检测，毕竟安全第一。像这种情况，车辆并不需
要每年上一次检测台。

交警：将会加强对免检车辆的监管
在为新规点赞的同时，不少网友也提出自己的担

忧。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zihan”说，新规使得车辆检测
间隔加大，有些人或许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车辆改
装，更改外观。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增大交管部门的追
查难度。还有网友担心，很多人习惯审车时才处理违
章，6 年审一次，会出现因累计扣分过多，驾照被吊销的
情况。

针对这些问题，8 月 26 日，焦点网谈记者采访了郑州
市交警支队宣传科民警邢红军。他表示，新规实施后，
交警部门会加强监管力度，对非法改装车辆等行为进行
查处。一旦发现利用免检期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的，将
进行处罚，并且取消其免检资格。

邢红军说：“免检并不代表不管，相反，监管会更加
严格。符合免检标准的机动车，仍需要每两年到指定地
点领取检验标志。此外，还要提醒各位车主，要养成定
期查违章的习惯，及时处理，不要六年后才发现违章太
多，影响正常审车。”

业内人士：经常保养主动排除安全隐患
还有网友担心不进行年检，机动车会不会存在安全

隐患？对此，广汽丰田郑州骏驰金水路店负责售后的鲁
经理认为，车主一般都会在 5000 到 1 万公里，或是 3 个月
到 6 个月后，对爱车进行一次保养，很多问题在保养时都
会进行检测，对勤于保养的车主来说，新政实施对其影
响并不大。

那么，新政出台会对机动车市场带
来什么影响呢？上海大众郑州德道 4S 店
总经理袁鑫认为，新政策除了为车主带
来便利之外，也将对汽车销售产生影响，
特别是二手车置换业务。6 年免检周期
将和汽车置换周期重叠，推动正在涌起
的乘用车置换潮。预计到 2020 年，全国
乘用车年销量可望达到 2000 万辆，如果
置换量达到三分之二比例，那将是超过
1300 万辆的庞大需求量，将成为车市的
主要推动力。

本报曾报道的遮阳棚现身郑州街头，网友呼吁

这等好事，支持在全市推广
□本报记者 张 磊

“建设路桐柏路口慢车道口搭建一个便民遮阳棚，方便市民遮
阳避雨，赞一个。”8 月 26 日，网友“@疯狂的石头 WJC”这样微博留
言。

7 月 10 日，本报以《快晒晕了，建个遮阳棚中不中？》为题，对网友
的呼声进行了报道。近日，郑州街头悄然出现的遮阳棚再次引发网
友关注和热议。

@Jay的小酒窝爱海贼王：多种点树，美化环境也遮阳。为什
么弄遮阳棚？华而不实，浪费钱。

@曼仔很欢乐：很多城市都有了，最起码让等红绿灯的人和交
通协管员们不会在太阳下暴晒和直接淋雨，挺实用的。而且我想
说，这些遮阳棚是安装在十字路口的地方，现在即使再绿化种树，也
不可能种到每一个十字路口的地方。

@欧小晴：树荫只能在小路口发挥遮阳作用，遮阳棚在开阔的路
口更实用，遮阳遮雨，无形中规范行人和非机动车，赞成推广。

@uddgss：许昌早就有了，还有个直白的名字，爱民棚！我觉得
挺好，种树不一定路口就有树荫啊！顶着太阳等红绿灯确实很需要勇
气！这个措施可以让人们等红灯时更有耐心点！挺好的！

@辰辰LYC：郑州如今更人性化了，赞一个！对于那些提出反
对意见的，我想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做出的决定能让全体国
民满意的，只要大多数百姓感到舒心满意就可以了！

8 月 27 日，记者就郑州市街头悄然出现的遮阳棚采访了郑州市
城市管理局，宣传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委市政府对网友和市民
关注的建设遮阳（雨）棚设施问题高度重视，指示城管局牵头对此进
行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市委市政府要求，由市城管局主办，郑州公
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协办，选择桐柏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中原路与京广路交叉口两个路口，进行非机动车道遮阳 (雨)棚建设
试点。试点遮阳 (雨)棚采用膜结构建筑形式，坚固耐用，安全稳定，
美观大方。截至目前，建设路桐柏路口的 4 座棚已安装完工，中原路
京广路口的 4 座棚正在建设施工，预计在 8 月 29 日完工。网友和市
民可@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发表建议和看法，以便他们确定下一步实
施方案。

请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

参与“冰桶挑战”，接力 ALS 公益，爱暖渐冻病人。8 月
21 日，大河网总经理高亢在郑东新区“大玉米”前参与了

“冰桶挑战”，并成功邀请 5 位企业老总接受挑战，为“渐冻
人”捐款。8 月 26 日，大河网员工与爱心人士一起赶赴新
乡，将近 3 万元善款捐献给“渐冻人”原志亮，现场照片经
大河网官方微信推送后，引发网友强烈反响。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可儿民”：看着真揪心，我也想
去奉献爱心，你们什么时候还去，带上我吧！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团团”：太可怜了，就这么躺在
床上，甚至需要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大家一起多捐献点
爱心，帮助这些“渐冻人”早日“解冻”吧！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郑在鸿”：即便“渐冻人”此生无
法痊愈，但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让他们受
到社会关注，知道自己并不孤独。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YourBoy”：为大河网策划的“冰
桶”活动点个赞吧。开始我对这种罕见病并没有什么概
念，看了现场照片后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生活是这样艰
难。为坚强的他们加油，为爱心人士点赞！

（更多内容请关注大河网官方微信）

道路常年无照明 群众出行不便
邓州市住建局称已列入升级改造计划

大河网网友“东方”：邓州市城区交通路与人民路交叉
口以西近 500米的主路段，多年来晚上一直没有路灯照明，
群众出行极为不便，由此产生的碰撞事故频发。盼该路段
早日实现照明，给百姓创造一个安全出行的环境。

民声回复：邓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称，经查，该网
友反映的路段因多种原因，确实没有安装路灯。但市政府已
将其列入计划，预计下半年至明年将对该路段道路进行升级
改造。届时各种管线入地、路灯照明等问题将一并解决。

帝景中原为啥迟迟不交房
永城市住房保障中心称60日内施工结束

大河网网友“upabove”：我于 2012 年 7 月在永城市帝
景中原购买了一套房子，当时开发商承诺 2013年 10月份交
房，可是到期后却说要推到年底，最后推到现在还没有交
房，毫无诚信可言。

民声回复：永城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回复称，经查，帝
景中原小区是河南世都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一个房
地产项目，开发企业存在延期交房的行为。该单位工作人
员约谈了开发企业负责人，告知其延期交房行为产生的责
任后果。该负责人表示，竣工验收备案正在申请办理之
中，小区大门、道路、绿化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他们将加
快后续工程的施工及配套安装的完善，60 日内工程施工全
部结束，请小区购房人及职能部门进行监督。

工业用水导致城区居民吃水难
开封市开封县供水分公司采取措施保证用水

大河网网友“县城居民”：我是开封县县城的普通居民，
自从晋开化工集团百万吨氨醇项目落户到我们开封县投产以
来，县城居民就彻底过上了自来水供应困难的日子。咱们焦
点民声栏目虽多次报道，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民声回复：开封市供水总公司开封县分公司回复称，经
开封市供水总公司研究批准，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保证县城
居民的正常用水：一是经和晋开二分公司协商，从 8 月 9 日
起每天早 6:00—晚 9:00 向晋开集团二分公司停止使用自来
水；二是加快为晋开二分公司供应一次原水的施工进度，市
督导组已责成顺河区政府尽快解决供水总公司 DN1200 口
径的管道经过张庄村阻挠铺设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保证
晋开集团二分公司的原水正常用水，届时，开封县城供水矛
盾将彻底解决。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戴着呼吸机的原志亮躺在家中的床上。

河南省食品安全征文大赛昨日颁奖
8 月 27 日，2014 河南省食品安全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

郑州举行，共有 28 篇作品获奖，奖金共 11500 元。
本次活动由大河网联合河南省食安办共同举办。活

动从 5 月 29 日正式启动，其间共征集到上千篇作品，大河
论坛主题帖点击量达 630 万次。网友们围绕“尚德守法 提
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这一主题，或讲述发生在身边的食
品安全故事，或阐述自己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看法，或就食
品安全监管提出意见和建议。 （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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