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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杓袁村自来水含沙子和杂质

大河网网友“miss小艳”：我想反映一下郑州市金水区
杓袁村自来水的水质问题。我是今年 3月入住杓袁村心连
心超市旁边的楼房，我朋友也住在这个村子，我们都发现
自来水里面含有沙子和黑色不明物体，这种水质一直持续
到现在，下雨天严重些，晴天好一点。希望相关部门能查
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平顶山建宏中央花园收双气安装费

大河网网友“享受公平”：平顶山市建宏中央花园小区
19 号和 20 号楼交房时，收取业主天然气安装费每户 4000
元，暖气安装费每平方米 65 元，同时物业还额外要求业主
办理装修出入证 60元，电梯使用费 600元，垃圾清理费 300
元，还有装修保证金 1300元。请问这些收费依据和标准是
什么？开发商收取双气安装费是否违规？

民权县陇海巷泥泞难行 网友盼修路

大河网网友“泥泞道路”：民权县城关镇田庄村陇海
巷路旁住着不少人家，但至今都没有人给修上一条能正常
走的路，一到阴天下雨路上全是泥水，车子陷里面都出不
来，家里老人出去买菜都是问题，孩子上学就更别提了。
现在农村家家都通公路了，我们县城的这条道路也太难走
了。

（本栏目主持人 张磊）

“精忠报国与我的中国梦”网络征文活动再掀网上爱国潮——

传递正能量也是爱国
□本报记者 亢 楠 王 佳

网聚观点

盼望着，盼望着，丹江水来了！
□本报记者 贺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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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连线

“作为 80 后，我生在新中国，长在
红旗下，没有打过仗没有挨过饿。曾几何

时，我认为‘报效祖国’只是一句口号。但现在终
于明白，任何人都应把‘精忠报国’刻在心底，时刻准

备着。”9 月 20 日，网友“Eason 的荣光”在参加“精忠报国
与我的中国梦”网络征文活动时说。

据悉，此次征文活动由河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共青团河
南省委联合举办，时间为 8 月到 10 月，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成就，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重
要讲话精神，激发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增强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和

使命感，增强“三个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活动吸引大批青少年网友的参与，

截至记者发稿，设在大河网上的征文专题
点击量超过 190 万人次，论坛热帖

回复 460 多条。

情不自禁点燃心中激情
大河网网友“温暖的微笑”：此次“精忠报国与我的

中国梦”网络征文活动进一步凝聚了网络中角色各异的
网民，为网上正能量传播增添了色彩，让许多“看客”自
然而然地融入其中。

@无业菩提：看到这次征文活动，我又一次情不自
禁点燃了自己心中的激情：我是一名中国人，我坚定不
移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我要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赋予的平
台为祖国呐喊、助威！精忠报国，扬我国威！

@田野石头：总觉得祖国是个很大的概念，既看不
见又摸不着，遥不可及。可是当你看到祖国一点点地强
大，一天天地进步，你又觉得祖国并不遥远，她就在你身
边。

和平年代的凡人善举等也
是精忠报国

大河网网友“茄子地里不长葱”：精忠报国，这是所
有中华儿女都知道的四个字，每每提及，必定满腔热
血。这次征文活动，让我对这四个字有了新的认识，和
平年代，要从小事做起，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这就
是精忠报国。

大河网网友“一品江南”：没有战争与硝烟，时代赋
予“精忠报国”新的含义：学习知识是精忠报国，凡人善
举是精忠报国，扶危济困也是精忠报国，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积极努力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就是精
忠报国。

大河网网友“江南烟雨中”：当年岳母刺字“精忠报
国”，造就岳元帅铮铮铁骨流芳后世。如今，我们没有机
会征战沙场，但可以用其他形式表达爱国之情，至少，我
们可以守身扶正，传递正能量。

青年代表谈“精忠报国”

同人民一起拼搏
同祖国一道奋进

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李若鹏：青
春的力量承载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历史从
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光荣，每一代人，要想真正成为民
族进步的中坚，就必须首先承续爱国主义精神的薪
火。在价值多元、观念多变的时代，广大青年唯有从
老一辈革命家和当代青年英雄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
神中，汲取力量、砥砺品质，始终把个人追求同国家
命运、民族前途连成一个共同体，以青春的激情和对
国家的无限赤城，同人民一起拼搏、同祖国一道奋
进，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实现
精神品格的再铸造、再提升。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属于青年
共青团三门峡市委书记李瑞霞：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属于青年，也要靠青年来创造。当代青少年生
长在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有着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
思维，更有着一颗渴望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火热的
心，青年一代要切实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树立远
大志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河
南青年应有的贡献。

在学习与生活中
发扬“精忠报国”精神

共青团南阳宛城区委书记胡明柱：开展河南青
少年“精忠报国与我的中国梦”网络征文活动，是让广大青少年懂
得在新时代及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弘扬“精忠报国”爱国精神，及如
何描绘出他们心中向往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历来饱受种种压迫及
磨难，才在逆境中迎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生活在县里及乡村的青少
年更能通过此次活动，深刻体会其中内涵，并在学习与生活中发扬
这种精神。

参加活动就是筑梦的过程
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管瑞森：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这次活动又给我带来一次精神上的震撼及洗礼，切身

体验才能有所感悟。参加“精忠报国与我的中国梦”网络征文活
动，对我来说，本身就是筑梦的过程，而在征文活动以外，我们每
个人都还要勇于追梦，才能最终圆梦！

责任担当上路，感恩励志前行
河南省青年联合会主席张诗杰：责任担当上路，感恩励志前

行。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更要勇于担挑时代赋予的神
圣使命。通过这次活动，我相信，大学生能深刻体会“精忠报国”
的精神内涵及中国梦的真实含义，更要付出实际行动，为更好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添砖加瓦，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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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事实：“盼了四年多,郑开、郑焦城
铁建设终于到了最后冲刺阶段，这两条城际
铁路顺利通过联调联试后将在年底投入运
营。而且，未来全省还将在更多城市建设城
际铁路，坐着城铁赏遍中原风景，吃遍豫菜
美食真让人期待！”9 月 19 日，网友“萌小奇”
在大河论坛发帖，引发网友们关注，大家纷
纷畅想自己的城际新生活。

据报道，郑开、郑焦城铁预计分别于本
月和下月 25 日开始联调联试。届时，郑州
到开封只需 19 分钟左右，郑州人去开封吃
夜市、旅游更快捷，开封人来郑州逛商场、购
物也更方便。根据规划，我省还将在洛阳、
新乡、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城市建设
城际铁路。全部建成通车后，郑州至中原城
市群周边城市、景区旅程都在半小时左右。
郑开城铁的开通，标志着河南进入城铁时
代，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将在潜移默化
中改变。

欢呼：一条城铁连起双城生活
大河网网友“郁真”：当年，城际公交的开

通让省内各地市的人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
交通便利，也极大地便捷了城市间的人员往

来和商品流通。郑开、郑焦城际铁路的联调
联试，又进一步拉近了省内城市间的距离，使
城市间的交往更加便利，真给力！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一梦三四年”：郑
开城铁建成后，郑汴双城不仅仅是握手，而是
紧紧拥抱。从郑州东站出发到开封只要十几
分钟的时间，相比城际公交、私家车来说，更
加舒适和便捷，就如同一个城市一样。

大河网网友“苏格拉没有底”：当你从一
座城到另一座城的时间比你横穿这个城市
的时间还要短，你的就业梦、购物梦、异地居
住梦，都将触手可及。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ellie808”：我家
在郑州，工作在开封，以前只有周末的时候
才会回家。城铁开通后，每天都能回家吃到
老妈做的饭了。

畅想：半小时，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机器能思考”：中原

城市群半小时交通圈建成后，我们随时都能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城铁建成后，随便找个
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就能开启一段旅程，有些地
方连打个盹的时间都不够就该到了。

大河网网友“陇海路”：城际铁路高速便

捷，互联互通瞬间可达！早上在焦作打完太
极，喝完油茶，坐着城铁到郑州上班，晚上和
朋友去开封夜市吃灌汤包黄焖鱼，然后再回
焦作家里睡觉，想想都让人兴奋！

建议：旅游发展要与城铁一起提速
@赵小蔫er：交通便利了，游客会更趋

向于设施完善、产品独特和服务优良的旅游
景区，因此沿线城市应该借着城铁建设的优
势，努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旅游项目吸引并
留住游客。

大河网网友“天涯浪子”：晨沐少林风，午
游黄河滩，夜逛开封城。河南城际铁路建设
规划囊括了省内多个旅游景区。随着城际铁
路的建成开通，河南旅游业必将与城铁一起
提速。建议在城铁线路上多会集河南主要的
旅游资源，景区修建旅游环线，让自驾车停在
中心景区的外围，既可以减少景区的拥挤和
污染，也能提高效率节省资源。

大河网网友“3007016abc”：让省内的
旅游业因城铁而前行。可以借助城铁规划
发展沿线旅游，进行一些“坐城铁，游河南”
等旅游品牌活动，形成省内旅游业的区域联
合、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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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城际铁路将进行联调联试，网友热议省内九城获批城铁建设——

城铁连双城 生活大不同
□本报记者 张 磊

不仅要吸引人还要能留住人
9 月 22 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

光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开封、洛阳是文
化古都，新乡、焦作等地也有丰富的自然景
观，可以说省内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厚
的。城际铁路建成后，人们的出行就会更
加方便、快捷、安全，使用一张公共交通卡
就能穿行到不同的城市。以郑州为中心的
城际铁路圈形成后，有利于区域资源整合，
经济一体化也会更加明显，也将会对周边
城市的旅游业、服务业、文化业甚至市民的
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建议政府站在
全省的位置上进行总体布局，各个地市建
好配套设施，突出个性、发展特色、形成优
势，不仅要吸引人，还要能留住人。

记者连线

据大河网 9 月 21 日报道：近日，网友爆料称，
温州市鳌江中学多次向学生收取费用，并用电脑
软件进行摇奖给学生奖励。9月 18日平阳县教育
局称，系家委会牵头筹集奖励基金，有部分年段教
师参与，摇奖仅有一次。

考试与奖金挂钩，其潜台词就是“分分分学生
的命根”。当每一次考试结束后都来一次如此这
般的金钱奖励之后，被刺激起来的，恐怕不是对知
识的欲望，而是对于金钱的欲望。如此看来，试后
奖金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瘸腿”的。教育部门
三令五申不得对学生乱收费，更不能巧立名目给
学生增加负担，而家委会又有什么权力对所有学
生集资用于考试后的奖励？

学校的回复并未得到发帖者的认可，网友表
示，校方所提及的家长协商是在校方的授意下进
行。家委会受学校授意，而学校的授意之真正目
的又在哪里？无利不起早，是商人的行为准则，而
学校如此授意，其真实的目的果真是为了激励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果激励学生考试积极性的目
的属实，那为什么又让老师进来掺和？学生们的
奖学金基金，是由学生家长筹集，再返奖给学生，
也算得上是一种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老师又算哪
一只该奖励的羊？

作为教育部门来说，教育并不差钱，如果教育
差钱，也应当由政府部门加大投入，而不是由学生
身上“揩油”“挤奶”。五次三番积数年之久地向学
生及学生家长摊派奖学金费用，学校差钱，仅仅折
射了师德的差劲吗？而老师直接参与到“摇号颁
奖学金”活动中，又摇掉了多少师德，招惹了多少
铜臭之味？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评

“摇号颁奖学金”摇掉多少师德？
□李振忠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看到丹江水流入郑州！”9 月 22
日，大河网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21 日晚 11 时 50 分左右，
丹江水经过 300 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抵达郑州的新郑市境
内。郑州市区低压供水不足的难题有望得到根治。消息引
发网友一片叫好声。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cong8383”：盼了这么久，丹江
水终于来了！丹江水属于长江流域，以后郑州就是黄河、淮
河、长江三条河流的交汇处了。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Aaron”：如翡翠一般的丹江水
一定比黄河水要好喝，郑州的百姓这次可是有口福了！丹
江水就如同及时雨，为破解河南省内南水北调干渠沿途一
些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带来了转机。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小明doctor”：丹江水像一条长
长的绿丝带缓缓地流向北方。正式通水后，丹江水会为郑
州平添一条清水走廊，南水北调干渠两岸的生态文化长廊
也将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去处。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明珠”：我是淅川县的移民，现在
搬到了许昌生活。南水北调移民为了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如今丹江水流经许昌到达了郑州，我在这里也能喝
上家乡的水了，真是一种特殊的感觉！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百岁鱼”：南水北调沿线干渠的
建设不仅仅会改善沿线各地的水资源贫乏和水质问题，还
会为城市的环境建设提供基础。南水北调是造福沿线百姓
的事情，每一滴汇集到这里的水都来之不易，感谢可钦可敬
的建设者们！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青山大叔”：看照片水真清啊，用
它泡出来的茶一定另有一番滋味。我的老母亲从小就喝丹
江水，十年没回去了，看到家乡水
来到郑州，那种激动之情，是很多
人无法理解的。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林天微
信”：南水北调的意义并不在于沿
线居民喝上了丹江水，这种新时代
红旗渠一般的精神，折射出的是一
种愚公移山的不屈精神，一种敢与
天地抗衡的勇气，丹江水甜，人心
更甜！

点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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