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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天，微博上的一组图片被网友关注，图片的内容
是手术进行中的医护人员：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医护人员
却摆起 POSE玩自拍，这是西安某大医院的一个场景。

手术室内玩自拍，这只是一种手术成功后的庆祝与放
松，有网友如是评论。而图片场景直观地告诉人们，病人
挂吊瓶，医生正主刀，手术正在进行中，5名医护人员已经
玩起了自拍。手术室里玩自拍，可谓有诸多不当之处。

首先，手术室不是娱乐狂欢的场所，医护人员手术室
玩自拍是对患者的一种强制性干扰行为。有网友议论，
进手术室之前必须消毒，不仅不该带进手机，其他个人无
关物品均不宜带入。而以医学消毒常识论，病人不应当
再受到病菌污染与侵害，手机也好，其他自拍设备也罢，
均无法防止公共病菌污染源。无论是铃声、音乐播放器
还是其他声音源，对于患者来说都是一种干扰与污染。
而同时遭受自拍喧闹声、玩笑声、病菌污染，甚至再在手
术室内拨打、接听电话，这对于患者来说是一种强制性干
扰行为。

其次，医生对医学本身缺少敬畏，职业道德缺失。剪
刀手、卡腰、颓废倾向的肢体语言，一切的自拍语言告诉
人们，这不像是白衣天使，而像极了一群街头混混，不像
是一种术后的放松，而像极了对患者的亵渎。手术室此
时已经不是严肃的医学场所，这里的氛围，连基本的卫生
都不具备，连基本的严肃与怜悯心都不具备，剩下的只是
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与冷酷无情。

再者，玩自拍是对患者的不尊重，有没有暴露患者隐
私？手术中的患者，流血与暴露应当是常态，但这种常态
应该受到保护。将这样的玩自拍传播到网络空间，患者
的隐私权如何实现保护？医生手术成功后，在不影响患
者的情况下可以有放松式语言，但这种玩自拍甚至暴露
患者隐私的方式，显然有些过分。

“玩自拍”的白衣天使还玩弄了什么？假如医生成了患
者后会接受这种自拍吗？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手术室自拍是在亵渎医德
□李振忠

“为遏制非机动车辆肆意闯红灯，洛阳交警在该市繁华
地段相继安装两台电动自动升降护栏。护栏长度短于非机
动车道，留有右转口，升降与前方的红绿灯信号一致。设置
电动护栏防止闯红灯，这方法可行吗？”12月 22日，焦点网
谈官方微信转发这一消息，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小强”：遵守交通规则人人
有责！既然有些人不能够自觉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
规定，那么在路口设置个电动护栏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能够有效约束闯红灯的非机动车。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一行白鹭”：建议郑州也设
置电动护栏！严厉打击不遵守规则的非机动车，现在很
多交通事故是因非机动车违规行驶造成的。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一品红”：非机动车和机动
车不同，机动车有严格的驾驶和行驶规则，有明确的法律
约束，而非机动车乱行乱放，违章也很难取证，导致很多
人有恃无恐。应当对非机动车，特别是对电动车制造和
行驶制定相关标准，依法治国就是要通过法律法规来约
束人们的行为，让更多人遵守社会秩序。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流星”：以前就听说过合肥拉
绳子防闯红灯，深圳立闸门防闯红灯，福州路口设“拉链”
式护栏防闯红灯……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应当治
理，希望这些五花八门的“防闯”方式能够唤醒人们的
规则意识。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滴
答滴”：设置电动护栏只是治标
不治本的方法，在全社会宣传文
明出行，按章行驶，如果大家都
能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习
惯，这样的护栏根本就没必要。
如果没有养成习惯，护栏也只能
护得了一时而已。

为“白发女孩”点赞 转起温暖她
□本报记者 贺心群

郑州大一学生底慧敏边上学边照顾植物人妈妈感动网友

洛阳设电动护栏防非机动车闯红灯，网友建议

关键是唤醒人们的规则意识
□本报记者 张 磊

“郑州大一学生底慧敏，边上学边照顾植
物人妈妈，喂饭、擦身、清洗……生活的劳累，
让仅 19 岁的她头发几乎全白。不需任何渲染，
她的故事已足够使人潸然泪下；不需任何赞
叹，她的举动已足够令人肃然起敬。天天正能
量决定奖励她 2 万元，让我们用爱心温暖她，和
她共担苦难！”12 月 22 日，网友“@天天正能量”
的微博留言引发网友关注。

据报道，今年 19 岁的女孩底慧敏几乎满头
白发，她是郑州师范学院的一名大一学生。刚
刚开启的大学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新奇，
在别人玩手机、刷微信的时候，她满脑子里只
有“母亲”两个字。那个没有窗、照不进一缕阳
光，异味扑鼻的出租屋内，植物人母亲等着她
照顾。这，让底慧敏很忙碌，很艰辛，也很温
暖。她说：“每天能看到妈妈，和妈妈在一起，
就是好的。”

该报道还讲述了底慧敏照顾母亲的一些
生活细节，让网友们真切感受到了她的坚强和
艰辛，同时也让网友们感动，她被网友亲切地
称为“白发女孩”。截至 12 月 22 日 16 时 30 分，
新浪微博关于“白发女孩”的搜索结果已经超
过 70 万个，网友们纷纷进行转发和评论。

她让我们对90后刮目相看

@哥在xiao：半年之间青丝变白发，这个我
是深信不疑的。忧愁的情绪积累过多就会产生
某种物质，使黑发变白。搜了一下此条新闻，看
着看着感动哭了。

@八月的向日葵 77：看到那满头银发，让
人心疼。困境面前仍然保持灿烂的笑容，让人
深思。她的阳光心态值得我们学习。

@第N樵夫：在早晨上班的路上，看到微信
里的报道，感动，共鸣，心酸，温暖。网友说，今
天是冬至，也是个团圆日，想娘的人多。这个姑
娘的坚强孝道和善良，让我们对 90 后刮目相
看。致敬！

@_Roronoa-Zoro：很心酸，生活逼着人

必须一步一步向前走，女孩也是没办法才过早
承受生活的压力，遗憾自己能力不够，期待有好
心人能帮助女孩这一路走得稍微温暖一点。

@马晓慧：作为一个“穷人的孩子”，家境
的窘迫使她不得不过早背负上生活的重担，面
对接踵而来的打击，她没有抱怨上天的不公，没
有嗟叹命运的多舛，她用自己稚嫩的肩膀默默
扛起了一个家庭的责任，感恩这周遭的一切温
暖。转起温暖她！

@小行行爱上小星星：你的坚强，你的勇
敢，向你致敬！在绝望时永远相信，你绝不是这
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永远有人比你更困窘。现在
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抱怨生活呢？

孝道最能传递社会正能量

@江西师范大学消防志愿者服务队：
正值美好青春年华的女孩遭受如此不幸，
为 生 活 愁 白 了 满 头 青 丝 。 女 孩 是 孝 顺 的
榜 样 ，希 望 可 以 有 更 多 人 帮 助 她 渡 过 难
关，让她能够和同龄人一样在学校里安心
地学习！

@qian0027：为 这 个 不 认 识 的 妹 妹 点
赞，她的行为，让我感动！加油，亲情的力
量，会让你更强大。

@一棵芹菜m：同学，虽然你长了白发，
但是你依旧很美，人美你的心更美。生活很
艰辛，心境很开阔，人格魅力大，你在向社会
传递正能量。

@何不放荡不羁：孝道最充满正能量。
百善孝为先，社会就应该充满着这些正能
量。加油，明天很美好，坚信会有苦尽甘来
的一天。

@来到厨房的我：每一句赞扬都会在她
内心形成动力源泉的助力，每一句祝福都是
赞扬者发自内心的自我。孝行感天，真爱常
存人间！

@就是因为没有选择：李春花、武云飞
都是好样的！底慧敏现在还不到 20岁，就能
放下本该拥有的青春，撑起了这个家，再次
让我看到了河南女孩子这份孝心和担当。
为她点赞！

12 月 22 日，焦点网谈记者从郑州师
范学院宣传部了解到，学校一直在关注
着底慧敏。了解到她家的困难后，学校
给她发放了 3000 元的助学金，并全部减
免了学费。其间，她所在的生命科学学
院也多次组织师生为她捐款捐物。

“为了唤醒植物人母亲，底慧敏上个
月把她接到郑州。”惠保德部长说，“辅导
员和班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去过她家。
今天是冬至，同学们一起包饺子往她家里
送；学生处、宣传部和生命科学学院的领
导也到她家慰问，并送去了2000元钱。”

学校已安排团委和工会开展募捐
活动。除了组织自愿捐款活动外，团委
还动员大家组织志愿者队伍，到人流大
的地方开展义捐义卖活动，要尽最大努
力，对慧敏进行持续帮扶，帮她解决实
际困难。惠部长说：“我们正在进行协
调，结合实际情况，准备把底慧敏的弟
弟转到郑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继续学
习，以解决她的后顾之忧。”

我国首个民间儿童影视分级制度出台引关注

网友盘点国产动画片“四宗罪”
□本报记者 王 佳

“我国首个民间儿童影视分级制度出台
很有必要，《熊出没》里光头强和熊二经常说
脏话，《喜羊羊》里面红太狼平底锅打灰太狼
的暴力行为，《蜡笔小新》里面出现一些黄色
笑话……很多动画片都有一些粗暴低俗的
画面和语言，会影响孩子的言行。希望电视
剧、电影也快快推出分级政策。”12 月 21 日，
网友“文小竹 1”在大河论坛发帖引发关注，
网友盘点出国产动画片“四宗罪”，表示对此
存在的担忧，也有网友提出了建议和看法。

据报道，12月19日，中国首个民间儿童影
视剧分级制度推出，将儿童影视剧分为五级。
根据该分级制度，《喜羊羊与灰太狼》为 TV-G

（7-10岁），《熊出没》为TV-PG（10-14岁），《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则为TV-K（2-6岁）。

一宗罪：语言粗俗
大河网网友“无敌的星”：有人统计过

《喜羊羊》中，灰太狼被平底锅砸过 9544 次，
被抓过 1380 次，喜羊羊被煮过 839 次，被电
过 1755 次。《熊出没》曾在十分钟的时间内，
爆粗口 21 次，其中包括“见鬼”、“臭狗熊”、

“去死”、“笨蛋”等不雅用语。

二宗罪：行为太暴力
@反叛的大怪猫：“狼”们和“熊”们有多

种“暴力”行为，打、撞、碰、淹、烤、烧、熏、喷、
电、枪射、绳子吊、车碾压……不管经历了多

少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总“不死”。

三宗罪：配音太尖锐
大河网网友“在路上”：红太狼会一边吼

出刺耳的骂声，一边用平底锅击打灰太狼；
光头强会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用电锯砍树。
高分贝的声音，连家长都会感到不安，更何
况是孩子呢？

四宗罪：情节超出幼儿认知范围
大河网网友“黄青松仔”：好动画片讲究

步步紧扣，让孩子有一种由浅入深的领悟，
而现在部分动画片为了追求出其不意和刺
激往往将情节设计得很跳跃，峰回路转，甚
至孩子的认知都跟不上，所以孩子就懒得反
应，看看笑笑就过了，逐渐养成了看电视不
动脑的习惯。

动画片现状堪忧,官方标准呢
大河网网友“dhjeu”：现在的动画片都

是一个主题，主角很聪明，配角很笨，情节
傻、画面差、做工粗。最棒的动画片是大人
小孩都可以看得下去。

@三哥：我家上一年级的儿子经常看动
画片，总会不经意地蹦出“笨蛋”、“白痴”、“我
要杀死你”、“血债血偿”、“我不想活了”等等
一些与其年龄不符的词句。真让人担心。

大河网网友“采茶姑娘”：动画片不能光

追求商业利益，而忽略了自身应该担当的教
化育人的责任，对软暴力的动画片亟须治理，
多希望孩子启蒙教育能多点水墨书法古琴之
类的国粹元素，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玲的小窝：这只是民间标准不具有强
制执行力，不合适的儿童电视节目还是会在电
视上“密集轰炸”。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需要有关管理部门抓紧研究动画片分级制。

不让孩子看不如培养好习惯
@雪糕么么茶：现在国产动画片的播放

频率太高，渗透力度也大，我们并不能完全
将孩子与外界隔开。儿童处在成长阶段，需
要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语言等，完全不让孩
子接触，就有可能导致孩子被同伴排挤，我
认为家长不宜强制孩子不看这些动画片。

大河网网友“89521”：为什么不想想同
样的动画片？有的人看到了友情，有的人看
到了努力，有的人看到不放弃。作为家长，要
学会引导孩子观看动画片，将不良影响降到
最低，而不是靠制度来管理孩子们看什么
片。作为动画制作者更应该对此负责。

@影子：现在许多家长比较忙，给孩子
看动画片成了他们看管孩子的“绝招”，电视
也成了临时“保姆”。看完之后呢，多数孩子
对动画片里情节、动作或台词会念念不忘。
小孩子教育不好只能怪动画？家长要多想
想办法，培养孩子其他方面的爱好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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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尽力帮她解决实际困难

底慧敏做作业时大声念出来，想唤醒妈妈。 平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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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信用卡已经逐步走进千家万
户，成为市民生活的必需品。与此同时，以办理信用卡为名
进行诈骗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近日，长葛市公安局犯罪
侦查大队经过 30 余天的奋力拼搏，辗转于湖南、湖北、福建
等地，行程数万公里，成功摧毁了一个以办理信用卡为名，
实施系列电信诈骗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5人，破获案件
22起，当场收缴赃车 2辆，笔记本电脑 6台，手机 305部，有力
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014年 9月 30日，受害人黄某报案称，今年 6月份，其接
到自称是工商银行业务部“李经理”发的信息，声称可以办
理高额度的信用卡。自己由于资金紧张，就和“李经理”联
系。随后“李经理”以查验黄某有无还款能力为由让其向指
定的账户转入 30余万元，等黄某通过网银将 30余万元转入
指定账号后，钱被划走，黄某立即报案。

经查证，2014 年 6 月份以来,该团伙冒充中国工商银行
工作人员，通过在网上发布虚假办理信用卡信息，以办理高
额信用卡需要银行流水的名义，通过网络、电话实施诈骗，
牟取暴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等 15 人已被长葛市公安局依法
刑事拘留。

长葛市公安局提示谨防电信诈骗，不听，不看，不信，不
汇款，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锲而不舍 克难攻坚

长葛市公安局成功侦破系列电信诈骗案
为 加 强 教 育 系 统 党

风廉政建设，提升党员干
部及教职员工廉洁从政、
廉洁从教意识，开封鼓楼
区教文体局开展四项活
动，营造风清气正校园环
境。 举办“廉洁从教”公
开课：明确廉洁教育任课
教师，从党纪条规、个人
自律意识等方面精心安
排课程及内容，分批次对
全系统教职员工进行授
课。开展“廉洁从教”公
开承诺：各校领导班子在
教职工大会上做廉洁自
律公开承诺，接受教职员
工监督。带头讲“廉洁从
教”党课：结合实际，从廉
洁从教的必要性及要求
等方面，对各校领导班子
进行反腐倡廉和遵纪守
法教育。发放“家长”促
廉倡议书：印制“唱响廉
洁校风”致家长的倡议书
近万份，倡议抵制歪风邪
气，共同创造和谐廉洁校
园环境。 （鼓纪）

日前，商丘民权县供电局为保
障民权 110 千伏工业变施工及高新
区线路双回路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领导班子充分考虑企业需求，分片

包干走访，多次对停电时间进行调
整，重新定制停电计划，此举得到企
业认可，他们纷纷对供电局的优质
服务工作表示称赞。（宋璨 申思广）

日前，林州市电业局计量专业
为确保迎峰度冬及农网改造工程建
设尽早完工，积极采取三项措施增
加检定量。一是加班加点，全体校
验员主动放弃周休日，不辞辛苦加
班加点进行校验；二是增加配合人
员，加快表计检验工作的进程，确保

尽快完成表计检验工作；三是及时
处理问题，班长积极与班组成员沟
通，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大
大提高了校表效率。据悉，该局计
量专业 10 天内就精准校验电能表
4950 只，为各项工程提供了充足的
表计供应。 （郭永涛 张丽丽）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组织全市领
导干部 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参加
全省学法用法无纸化考试工作的通知》
文件精神，近日，伊川县司法局、县依法
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多种有
效措施，对2014年度全县学法用法无纸
化考试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署。一是
召开动员会议。县司法局、县依法治县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县范围的

动员会议，对无纸化考试工作进行了统
一部署。二是细化具体要求。对考试
对象、考试时间、考试范围等具体要求进
行了一一细化、一一明确，为全县各单位
组织开展无纸化考试工作明确了方向。

三是提供技术保障。县依法治
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组建了
QQ 群，通过 QQ 详细解答安装调试
遇到的问题。 （贾磊）

为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开
封市祥符区刘店乡创新思路，健全
机制，采取多项举措使党风廉政建
设做到“三到位”。一是责任书签到
位。年初分别与各站所、村委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
细化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明确

责任。二是廉政制度档案建到位。
党风廉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制度、组
织机构建设以及工作开展等情况，
统一建档，规范管理。三是廉政谈
话谈到位。在农村党员干部中实行
廉政谈话制度，加强对农村党员干
部的监督管理。 （黄彦生）

长葛市古桥镇把平安建设与“依
法逐级走访宣传月”活动紧密结合，
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严
厉打击与专项行动相结合，全面防范

与集中治理相结合。通过广造舆论，
提高群众知晓率；缜密排查，形成分
类管理，为该镇形成稳定的社会治安
环境添力增彩。 （李亚丽）

一是认真学习传达文件精神。召
开专题会议，要求班子成员深刻认识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准
确把握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
责任的主要内容与具体要求。二是班
子成员分别约谈了各科室主要负责
人，就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任务、如
何承担主体责任等方面进行提醒谈
话，增强了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积极性

和责任意识。三是严格落实局领导班
子成员“一岗双责”的要求，对具体任
务进行了一一明确，并要求班子成员
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
建设负责任。四是结合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巩固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和省、市及县委的整改落实
意见，狠抓侵犯群众利益、干部庸懒散
专项整治。 （崔素粉）

民权县供电局全力支持高新区建设

林州电业局10天内精准校验4950只表计

开封刘店乡党风廉政建设“三到位”

伊川县司法局积极组织无纸化考试工作

长葛市古桥镇严规范重整治促稳定

伊川县司法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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