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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忙，如果你有爱，10 月 17 日，我们一
起‘扶贫’吧！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每个人都应有一
颗 向 善 的 心 。 行 动 起 来 ，都 来 报 名 做 扶 贫 志 愿
者！”10 月 14 日，网友“走过五座城”在大河论坛发
帖倡议。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4 年起，每年的 10 月
17 日为全国“扶贫日”。该帖一经发布，引发网友热
议，不少网友点赞支持。截至 10 月 15 日晚，该帖阅
读量超过 6.3万人次，136人跟帖报名要做志愿者。

扶贫工作有多重要？扶贫跟每个人关系有多
大？如何让“扶贫”成为全民行为？为解答这些疑
问，焦点网谈栏目邀请到了河南省扶贫办副主任汪
继章，以及从事驻村扶贫工作两年的省政府办公厅
秘书处的白付强，走进大河网直播间，解答网友疑

问，讲述他们对于“扶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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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准 10 月 17 日为首个国家“扶贫日”，网友倡议——

邀您一起 天天向“善”
□本报记者 张培君

网聚观点

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2020 年规
划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城市，要抓紧开展城市轨道交通或
快速公交系统规划和建设工作。这就意味着，洛阳、开封、
平顶山、安阳、新乡、焦作、许昌、南阳、商丘、信阳、驻马店等
地的居民，也将享受到城市快速公共交通带来的便利。10
月 14 日，大河网官方微信发布这一消息，引发省内网友关
注和热议。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Dirk”：凡事预则立，这样的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就应该有这样的长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周期长，不能等城市发展起来了，才仓促上马项目。从现在
起预留建设用地，建好配套设施，才能让未来快速公共交通
建设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尧尧spark”：目前来看，河南大
部分地市首先建设 BRT更现实。轨道交通的形式也很多，
轻轨、有轨电车都是重要组成，不一定非要把目光全部集中
在造价昂贵的地铁身上。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落叶”：地铁每公里的造价在5亿
元左右，可谓是“寸轨寸金”，因此一直被视为城市“高大上”
的表现。能有这样的规划，说明河南经济发展迅速，财政
支持能力大幅增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便捷的
公共交通，相信家乡未来一定能成为宜居之城、环保之城。

河南11个省辖市
未来要建地铁或BRT引热议

肇事车主无钱赔 受害家属该咋办
律师说法：可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

大河网网友“草莓晶”：王某驾驶小型汽车与驾驶摩托
车的李某碰撞，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
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王某支付了部分医疗
费等费用。经查明，王某的汽车在某财产保险公司购买了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 20 万。王某拿不出钱赔
偿，请问李某的家属能直接起诉保险公司吗？

律师说法：《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国银律师事
务所孟长莉认为，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第六十六
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
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
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
险人承担。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如果王某除了已支付费用之
外，还有赔偿款未到位，其又不请求保险公司向李某的家属
赔付的情况下，李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
司请求赔付，亦可以原告身份直接起诉保险公司。

口头保证合同已履行能反悔吗？
律师说法：合同已成立，不能反悔

大河网网友“难得糊涂”：我曾为一朋友口头担保 10万
元。后来我那位朋友未履行合同，对方让我兑现担保承
诺，我无奈向对方兑现了 8 万。后来我那位朋友联系不上
了，我无法追偿。听说法律规定口头担保合同不能成立，
我现在可以反悔吗？

律师说法：《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华浩律师
事务所李华阳认为，《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
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合同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
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
义务，且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保证合同属于合同的
一种，《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保证合同，因此，
网友虽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对方
也已接受，他们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网友不得再以保证
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而反悔。

鄢陵县金丰花园小区房屋渗水
律师说法：如属实，开发商需担责

大河网网友“帝都珈蓝”：许昌市鄢陵县金丰花园小
区，已交付房屋，但是业主发现房屋渗水严重。业主找了
专业人员鉴定后，排除了装修不当的原因，而应该是承重
墙内部水管漏水。我们从开始装修就向物业反映，到目前
已将近 2 年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开发商和物业都让业
主自行负责。

律师说法：《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国基律师
事务所宋聃认为，如果业主发现已经交付的房屋确实存在
质量瑕疵，经协商开发商拒不承担修复义务的，业主可以
起诉至人民法院主张开发商承担维修责任，或者业主保留
证据后自行修复，然后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承担
维修费用。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大河网网友“青山无言”：设立“扶贫
日 ”让 全 民 参 与 扶 贫 ？ 满 满 的 正 能 量
啊！不会只是一阵风吧！

大河网网友“繁花落尽”：近几年来，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不过贫困人口
还是很多。设立“扶贫日”，我们老百姓
能做些什么？

大河网网友“七里香榭”：那些常年
驻村的“扶贫”党员，那些多年扎根山村

的老师、村医，还有自愿到贫困山区支教
的志愿者们，都以自己的行动，演绎扶贫
向善之歌。

大河网网友“一壶酒”：对“扶贫日”
的理解应该宽泛一些！当你从因丰收滞
销而愁容满面的果农那里买了一箱梨，
当你看到身患重病的孩子后默默捐款，
当你把自家孩子用过的玩具捐给了贫困
山区，你就在不经意间扶了一次贫！

主持人：为什么要设立国家“扶贫日”？
嘉宾汪继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事

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贫困问题还比较突出。就
河南省而言，还有 710 多万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
人口的近 9%；另外，农村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
低，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
医、贷款等困难，迫切需要解决；经过近些年的努
力，容易脱贫的大都实现了脱贫，剩下的都是难啃
的硬骨头。所以必须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
会的力量，齐心协力打一场新的扶贫攻坚战。设
立扶贫日，就是要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
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号召全社会学习身边

的榜样，宣传凡人善举，动员广泛参与，培育良好
社会风尚。

主持人：普 通 百 姓 、网 友 ，怎 么 参 与“ 扶
贫”？

嘉宾汪继章：扶贫开发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为普通百姓、网友，
可以给扶贫开发更多的关注，可以给扶贫爱心人
士“点赞”，可以宣传扶贫开发政策，可以监督扶贫
开发项目，也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一
些善事好事，比如登录河南省“爱心圆梦”网站，与
有特殊困难需求的贫困村、贫困户对接，献一片爱
心，圆一个梦想。

黑招一：走“神秘路线”用标题吸引人
大河网网友“片刻永恒”：动不动就以“你

不知道的秘密”为标题，用“民间偏方”、“小道
消息”、“传统秘方”的说法来吸引网友点击。
我朋友转发微信：“电吹风一吹就好的病，别浪
费钱去医院了。”点开一看，里面说电吹风不仅
能治疗腰疼、感冒，竟然还能治疗痔疮！太忽
悠了！

黑招二：严重夸大后果

大河网网友“张小绿”：维生素 C 和虾一起
吃会毒死人、西瓜和羊肉同吃致死……网传的

“食物相克”论让很多人在面对美食时无所适
从。但即使吃了，也没见咋的，不过是想用“中
毒”、“致死”等字眼儿赚取高转发率。

黑招三：盗用权威头衔 借助名人效应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路易二十八”：微信
圈里面的一些养生信息盗用权威医疗机构或
有名医疗专家的头衔、医学世家名义，从而取

得网友的信任。还有一些网友跟风明星效
应，相信某某明星减肥语录、健康瘦身食谱等
等，结果按照那些不靠谱的食谱，反而饿出一
身病来。

黑招四：从生活需求出发 大打温情牌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一梦三四年”：许多
养生信息在网上传播追求更多点击量和转发
率，大打温情牌，以“善意提醒”、“温馨提示”、“亲
身体验告诉大家”等关键词来吸引人。我在微
博上吐槽想要减肥，结果收到好几个账号私信
给我“减肥亲身体验”，仔细往下一看都是卖减
肥产品的，里面的事例都说是用户的真实反馈。

黑招五：利用心理战赢得信任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橄榄树”：现在微
博、微信上的虚假养生信息其实有些就是药
品、产品的微营销，在跟网友打心理战。虚假
养生信息先是介绍疾病的严重危害，让患者心
生恐惧，然后悄悄植入“药神”广告，让人心生
希望，再假借专家的名义进一步剖析“神药”对
疾病的完美疗效，让患者认同。最后，再附上
一条限时抢购、感恩回馈的链接，彻底俘虏你

的思想。

网络上的养生谣言该管管了

@许广达V：网络上的养生谣言也该管管
了！有一些简直就是虚假药品广告，应该下
大力度整顿，避免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不慎受
骗，损失钱财事小，耽误病情、影响健康可就
事大了。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snake”：这类养生
信息让很多老年人上当。我妈最近也正热衷
于发微信呢，在她们晨练群里面都是五六十岁
的家庭妇女，最爱聊一些养生话题。许多未经
过考证的“秘方”、“偏方”经过她们一传十、十
传百，越说越神奇。前两天她感冒很严重，我
让她吃点药，她说不用，非得按照微信里面的
养生小常识来治疗。

大河网网友“美不美管它哩”：层出不穷的
养生主张真伪难辨，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指定
发布健康资讯的权威渠道，谁来撰写内容，
谁来实施，谁来参与，谁来监管审查，谁来保
障消费者权益，对捏造事实和违规行为如何
惩治等，都需要统一规范管理，以保证传播
内容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还老百姓健康养生
一片蓝天。

大河网 10月 15日报道，为了给患肝
癌的妹妹治病，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科
院博士路承凯放弃去澳大利亚公费留学
机会，为妹妹奔走、筹钱。母亲常年生
病，妹妹身患肝癌，家里一贫如洗，而自己
又获得难得的公费留学机会，面对这样的
境遇，每个人可能都会身心交瘁，难以抉
择。而从新乡市拍石头乡黑沟水村走出
的中科院博士路承凯的选择是“留学的机
会以后可能还会有，但妹妹只有一个。”

有人说，人活着最有价值的就是名
誉、金钱、地位。不可否认，这些确实是人
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不少人梦寐
以求的东西。但这些是人生最重要的东
西吗？厚德载物，雅量容人。无论古人今
人，都把德放在第一位。只有一个人拥有
高尚的道德，名誉、金钱、地位才能自然而
来。否则，一切永远只是梦想，即使你侥
幸得之，灾祸也会随之而来。

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父母为了
儿女操了多少心，留了多少泪，付出了多
少辛苦，作为儿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
父母的养育之恩。兄弟姐妹，骨肉相连，
手足情深，这是儿时天然的伙伴，也是最
美好的记忆。这些都是一个人生命中最
有价值也最有意义的东西，也是体现一
个人道德的最核心部分。

抉择面前如何决定，在于人们心中
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路承凯选择了爱
和关怀，也就是选择了高尚的道德，选择
了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的选择
让人钦佩，也让人感动。面对如此有爱，
又才华横溢的哥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不帮他一把？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期待
更多人能将人世间最美的道德、最真挚
的爱传递下去。（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本报记者 王 佳

扶贫向善 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

大河网网友“今生为我还”：解决一
袋米、一桶油或者给几百元钱，可以帮助
一些人解决燃眉之急，但不是万全之策，
要帮助他们彻底走出困境，就要多出主
意，找对策，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中原正音”：我
从农村走出来，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上次回老家，很多乡亲表示想学习种植技

术，但缺乏机会。建议像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河南农大等这些院校定期组织免费
培训，邀请专家走进贫困地区，结合实际
提供指导。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扶贫”。

大河网网友“乡里人”：扶贫不能流
于形式，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就要搭建
更多平台，方便更多人参与。同时还要
敢于转变思路，创新扶贫形式。

扶贫不能流于形式 要搭建平台创新途径

河南“弃学救妹”博士
做对了一道选择题

□张 凡

动员全社会力量啃扶贫“硬骨头”

时间:2014年 10月 15日上午 9:00 地点:大河网直播间 主持人：王 佳

嘉宾: 河南省扶贫办副主任汪继章,河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副调研员白付强

主持人：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总是无法应对
市场变化，社会上频频再现滞销难题，如何克服这
个问题？

嘉宾白付强：我驻村两年的栾川县合峪镇柳坪
村是一个以林果业为主营的专业村。为了不让桃
子在成熟期造成积压，我带着当地村干部和技术人
员，想方设法对现有桃树品种进行更换、改良。这
样每年从 5 月底到 9 月中旬，桃园每月都有桃子成

熟，每月都有鲜桃可以出售。再加上栾川是一个旅
游大县，村民在桃园边卖桃子的价格比县城还贵一
块多，很好地解决了桃子积压受损问题。

主持人：“扶贫”工作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嘉宾白付强：扶贫工作不是为当地修一条路、

架一座桥那么简单，最关键要让老百姓在思想上
提高认识，转变旧观念，让他们开阔眼界，发挥自
身优势，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帮助群众开阔眼界 增强“造血”能力

网友盘点虚假养生信息“五大黑招”
□本报记者 张 磊

点击事实：“一直以来，在微博、微信、
朋友圈之中都流传着这样那样的养生秘
诀，比如夜间进食会导致肥胖、酸性体质
会致病、用微波炉烹饪食物会致癌等，而
且说得冠冕堂皇、若有其事，让许多不明
真 相 的 围 观 者 忍 不 住 转 发 或 收 藏 。 其
实，很多养生段子都是断章取义、道听途
说，完全不靠谱。”10 月 14 日，网友“怒小
奇”在大河论坛上吐槽网络虚假养生信
息引发关注，网友纷纷跟帖表示对此类
信息的不满，并盘点了网络虚假养生信息
的五大黑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下发通
知，从明年 1 月 1 日起，要求加强电视养生
类节目的审查工作，加大对养生节目监管
力度，严查各类违规行为。在此背景下网
友呼吁，网络上疯传的养生信息难辨真
假，也该管管！

网
友
供
图

点击事实

栾川县栾川县合峪镇柳坪村下河西组赵布姣家脱合峪镇柳坪村下河西组赵布姣家脱
贫前的危房贫前的危房。。

如今如今，，依靠种植果园脱贫的赵布姣依靠种植果园脱贫的赵布姣家盖起了家盖起了
新房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