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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事实

“1月 11日，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组传来消息，
截至 2014年底，河南共有 61位正能量人物荣获‘天天正能
量’奖励，在全国位居第一。”1月 12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
发布该消息后，引发网友对河南正能量的热议。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看不穿的往事”：我是河南人，
我骄傲！这些正能量大都来自基层和一线，他们用实际行
动把善举传递，先学习后点赞，支持咱大中原！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荷塘月色”：荣获见义勇为集
体称号的河南“托举兄弟”刘新军、贾晓玉和杨明；心怀感恩
对植物人母亲尽心照顾、不离不弃的 19 岁大学生底慧敏；
六龄童戏耍坠冰窟，八旬爷爷破冰救人的田发祥；连续 8年
用压岁钱买礼物送到福利院的郑州男孩李子昂；每天让学
生早晚诵读《弟子规》等国学经典的教师李艳军；跳入冷水
中救轻生女子的退伍兵李贺鹏等。这些河南好人好事承载
了中原大地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优秀品格。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清新悠然”：咱河南人骨子里
就有侠义劲儿！这些河南好人把正能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
坎上，也会潜移默化地带动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柏拉图的永远”：获奖人数能
够居全国第一，说明了河南好人多，而且很多正能量事例都
是在异乡的河南人做的，这也为我们河南人正了名！

网友热议河南 18省辖市城市别名——

记住“小名”读懂我们的城市
□本报记者 张培君

“河南 18兄弟城市的小名都叫啥，你知道吗？”近日，网友“开心菜”在大河网大河论坛（bbs.dahe.cn)发帖留
言。“开心菜”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名，只有亲朋好友才会常常呼唤。每个城市其实也有自己的别称，俗称
为城市的“小名”，一起说出那些逐步淡出记忆的名字，更加读懂我们生活的城市。

“开心菜”的提议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响应。河南 18省辖市包括所属县市的城市“别名”被重新“拎”出，一个个名字的罗列，唤起了城
市的记忆，也饱含了网友对家乡的热爱。网友提出，要加快城市形象和品牌宣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些别名；也有网友建议，既然现有名
字不够响亮，不妨考虑改名。

大河网网友“郁真”：所谓的“小名”，也叫做“别名”，其实
就是各个地方的古称或昵称，不仅体现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也
是人文特色的高度概括，充满了人们对它的热爱和感情。

大河网网友“哒哒兔佳妮儿”：河南很多地方的名字都包
含一些典故，比如平顶山春秋时为应国，应国以鹰为图腾，古
典汉语“应”和“鹰”通假，平顶山因此又称鹰城。素有“莲城”美
称的许昌市，早在宋代就以荷花闻名天下。每至仲夏，许昌市
城区便呈现出“红绿交映,风景如画。十里荷花,江湖极目”的壮
美景观。

大河网网友“我本友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
“一方水土还养一方物”，不同城市因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环境培育出不同的特色产品，从而成了城市别称的来源。比
如洛阳因为牡丹闻名而被誉为牡丹城。

大河网网友“acddg”：每一个城市“小名”背后，都隐藏着
这座城市的特色与性格。它们或与当地特产有关，或体现市
民的处世原则，又或是讲述了这片土地上一段难忘的故事。
城市昵称，就是这座城的一个响亮品牌。我们热爱家乡，请努
力为家乡擦亮一块金字招牌吧！

大河网网友“小兔白”：绿城郑州，茶都信阳，这些美称背
后蕴藏着城市的珍贵资源。我们在开发这些资源的同时，更
要注意保护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很多美誉都伴随一座城
市走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能让这些名字消失在我们的
记忆里。

大河网网友“繁花落尽”：城市不应只是钢筋水泥的堆
砌，“千城一面”的城市化问题，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中国越来
越突出。城市小名保留了一个地方的文化血脉，让本地人感
到一份温情，让外来者收获一份体验。城市昵称，留名更要
留实！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才是我
们讨论城市别名的意义。河南是文化大省，很多城市的别名
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印迹。个人以为，河南各个城市应围
绕城市别名，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并把这些产品推销
出去。强省富民，需要城市别名发挥作用。当然，这需要各
地当政者作出正确决策。

大河网网友“昨夜问天”：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
号。对人如此，对城市也一样。这个“外号”，就是人们对于这
个城市的印象。

@来来回回走：中国大大小小城市有 600 多座，包括直辖
市、地级市、县级市等。随着每个城市的发展，有人觉得名字不
再适应品牌推广的现状，跟不上对外营销的步伐，因此，改名的
想法就产生了。比如咱们河南林州想要改为“红旗渠”，驻马店
要改名“天中”，新郑也曾想改名为轩辕市。其实，这些改名热
的背后都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诉求体现。

@喵小爬：改革开放以来，为发展旅游改名的城市,很多获
得了成功，如大庸改为张家界，灌县改为都江堰，南坪改为九寨
沟，迪庆改为香格里拉。这些都是用的原来的别名，提升了城
市的对外宣传力度。

“城市别名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对其形象塑造和知名度提
升具有重要意义。”1月 12日，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的刘英基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刘英基认为，河南很多城市都有别名，叫起来响亮，听起
来亲切。这些别名有的是因城市的特色资源形成，如玉都南
阳、茶乡信阳、牡丹花城洛阳、山水焦作、杂技之乡濮阳，这些
特色别名朗朗上口，对城市旅游、商业发展具有品牌塑造作
用；有的是因城市历史文化传承而得名，如殷都安阳、汴京开
封、天中驻马店、牧野新乡、朝歌之城鹤壁、三国许昌等，一看
到这些别名，就能体验到城市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文化传承；
有的是因前进目标和努力方向形成，如商都郑州、绿城郑州、
华商之都商丘等，代表着城市前进的方向和市民的期待。

各级地方政府要积极整合特色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发展
目标，通过科学的宣传方式扩大城市别名的知名度，用别名蕴
含的优势推动城市发展。社会大众和媒体也要积极宣传和推
广城市别名，让更多别名“靓”起来、“响”起来。刘英基说。

对于近年来兴起的改名热，刘英基称，城市改名旨在挖掘
本地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
度。本身无可厚非。但要在尊重民意、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
基础上充分论证、科学决策。

广电总局发布新规：网络文学作品作者须实名注册

有了“实名制”网络文学还敢低俗吗
□本报记者 张 磊

点击事实：1月 9日，网友“十年一刻”在大
河网大河论坛（bbs.dahe.cn)发帖称，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强调了网络文学作品质量管理的
重要性，提出建立健全网络文学发表作品的作

者实名注册、责任编辑及出版单位署名等管理
制度，加强网络文学编辑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和业务培训。该《意见》提出，网络文学作品作
者须实名注册，这种对网络文学负责、对青少年
读者负责的政策善意，引发网友的点赞支持。

让抄袭者美梦破灭
@赵小闹ss：现在的网络文学作品越出越

多，写作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经常看到一些情节
相似、内容雷同的作品，有些作者只要改改头换
换面、七拼八凑，就把别人的作品变成了自己
的。网络文学实名制的出台能够防止抄袭，遇
到侵权行为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侵权人，保障
作者的合法权益，让抄袭者美梦破灭。

@一叶障目：实行实名制，不是坏事儿！
现在好多网络作者打着网络文学的旗号，写一

些充斥黄色暴力的低俗小说，让很多中学生甚
至大学生对这类所谓的文学爱不释手。因为不
是实名制，作者在编写时随心所欲有恃无恐。
网络文学实名制不给低俗留土壤，能够有效地
净化网络文学空间。

大河网网友“bimyxq”：写的东西正大光
明，网络实名又何妨！网络文学实名制的本意
并不是禁止作者在发表作品时使用网名、笔
名，而是在网站后台注册时必须使用实名制。

大河网网友“我是师爷”：网络文学走红
本是好事，但由于监管松散，作品质量参差不
齐，少数唯利是图的作者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作 品 内 容 低 级 趣 味 ，极 大 地 误 导 了 广 大 读
者。因此，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的监管力度，规
范网络作者的行为，采取实名注册是非常有
必要的。

规范发展不能打击作者创作热情
大河网网友“球球 2015”：网络文学实名

制，让网络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会多一些规矩意
识，恪守道德或者法律底线，自觉在网络文学中
传播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在守法的基础上进行
有价值有意义的创作，这才是现在网络文学最
需要的。

@仙人蹦蹦：网络文学实名注册后用户的姓
名和信息内容应该得到保护，不能被不法分子利
用和窃取。并且，在未得到当事人许可的条件下，
不能随意透露作者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

@安玖拉：很多网络文学作者可能都是在
正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兼顾创作。特别是对于
刚进入网络文学领域的新人，在写作初期还未
得到读者的认可，会有害羞心态，不愿意别人知
道自己在搞文学创作，担心写不好反遭嘲笑和
打击。因此，虽然要求网络文学实名制，也应该
给他们更多的创作空间，不能因实名制而规定
严格的条条框框，打击他们的创作热情。

大河网网友“美不美管它哩”：网络文学的
内容有好有坏，首先，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管力
度，坚决打击宣扬黄、赌、毒的东西；其次，网
络爱好者要加强自己的判识能力，多看正能量
的内容；最后，网络作者要提升素质，多写真、
善、美的文章，不要因一点小利就丧失道德准
则。

择偶太功利“冷淡”了爱情
□李 敢

日前,有媒体发布的《2014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在当代人的择偶观中,爱情已不再是进入婚姻的唯一
通行证,人们更加务实和理性。在被问及“会因什么而选择
结婚”时,有四成受访者的第一选择是“合适”,双方经济上
的稳定性、是否门当户对乃至父母意志,都成了最重要的考
量因素。

曾有学者撰文称,自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已
进入第四次婚姻革命,其重要标志就是婚恋观日趋多元
化。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自由恋爱”的观念已成为一项重
要的社会共识。

然而,从这份最新发布的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来看,爱情
至上的观念正在遭遇挑战。无论是“超七成女性认为男性
有房才适合结婚”,或者“超七成女性希望结婚对象收入比
自己高 1 倍以上”,都能看出现代社会的婚恋观正在变得功
利。那句备受争议的“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
行车上笑”,确实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婚姻是社会个体之间一种重要的契约缔结,每个时代
人们所秉持的婚恋观,必定离不开社会塑造力量的影响。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婚恋问题上呈现出日趋现实、功利化的
趋势,说明当今社会正在遭遇功利化危机。

功利化的婚恋观,在当下一些相亲节目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他们甚至直接向观众灌输一些理念,比如“一起奋斗
创造幸福生活的模式已过时”、“在择偶时也是有钱才能任
性”等。功利化的婚恋观,容易扭曲社会人际关系,也将增
加年轻人的压力。身处功利化的社会之中,数以千万计的
大龄单身青年害怕结婚、不敢正视婚姻,又将导致更多的社
会问题。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内,人们遵从同样的范式来选择
伴侣。在新的社会阶段,人们在继承也在摧毁过去关于婚
姻的范式,并自由地走上一条不确定的新道路。这条新的
道路应该倡导什么、避免什么,需要家庭、学校、婚恋机构等
多方共同发力。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河南正能量获奖人数居全国第一，网友感叹

河南人骨子里就有侠义劲儿
□本报记者 王 佳

网聚观点

别名，一个城市的记忆和文化

围绕城市别名，打造文化产品

改名热，城市发展的诉求体现

让别名更响亮 助推城市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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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村 推 进 富 民 强 业 ”系 列 报 道

姚邵村：扶贫托起希望 产业促民致富
本报记者 卢 松 本报通讯员 张明星

万里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途
经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进入河南，历
经多次改道，多次滚动，最终形成了目前
的河道和广袤的滩区。受洪涝灾害的影
响，滩区内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资源缺乏、产业结构单一，
贫穷落后曾是滩区的代名词。

台前县夹河乡姚邵村属于全滩区
村，全村 462户村民中，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就达 363 户，贫困人口占全村总人口
的一半以上。

2013 年，姚邵村被台前县扶贫办确
定为扶贫开发整村推进村，迎来了难得
的发展机遇，掀开了全村经济社会发展
史上光辉的一页。

要想富，先修路。姚邵村以实施整
村推进项目为抓手，改善村内交通条件，
为村民出行和产业园区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利用财政扶贫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58
万元，姚邵村修建了一条村内道路，3条
园区道路。同时，捆绑整合各种资金

1208 万元，平整全村耕地 1200 亩，铺设
供排水管道 3600米；新建供电台区 2处，
架设 400伏电线 4600米；新建公厕 2个，
种植绿化树木 3800棵，建文化健身广场
1处。

改造升级后的姚邵村，道路平坦了，
房前屋后干净了，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村民们感慨地说：“现在村里的环境好，
矛盾纠纷少，邻里关系更亲，日子越过越
有盼头。”

扶贫开发不仅要“输血”，更要“造
血”。姚邵村结合本村实际，发挥本村优
势，以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为平台，培育致
富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去年，姚邵村成立一家种植专业合
作社，流转土地 1800 亩，在扶贫到户增
收试点项目支持下，先后投放补贴资金
57.8 万元，支持贫困村民积极发展双孢
菇、苗木花卉、甜葫芦、核桃等经济作物
种植，直接带动 162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姚邵村还利用 70 万元科技扶贫项

目资金，辐射带动全村贫困农民发展高
效种植、特色种植业。目前，全村建成了
占地 800 亩的濮阳市恒发现代农业园
区，主要种植双孢菇及其深加工，年产值
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1000余个，年利
用秸秆 120万吨。

1月 4日，恒发现代农业园区负责人
姚再红介绍：“园区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可带动农户 800 户，使
每户年收入 2.8万元以上，带动周边 1200
多名贫困农民脱贫，使贫困户每人年均
增收1500元以上。”

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的实施，使姚邵村
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今，姚邵村产业结构
正渐趋合理，农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人均
收入增长迅速，贫困户找到了脱贫致富的
路子。带领群众整村脱贫的姚邵村党支
部，在群众中的满意率达 99%，多次被濮
阳市委、台前县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河村：修通产业路 拓宽致富门
本报记者 卢 松 本报通讯员 张明星

2014 年 ，对 内 黄 县 亳 城 乡 河 村 来
说，是一个经济加快转型发展、经济收
入大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全村农民人
均收入 9500 元，是 2010 年的四倍；贫困
户人均收入 6300 元，较 2010 年增收近
4000元。

1月 6日，河村党支部书记师春庆告
诉记者：“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的实
施，修通了村里和园区的道路，激活了全
村温棚蔬菜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一方群
众增收致富。”

河村村民有种植温棚蔬菜的传统，
但以前道路不好，西红柿集中成熟季节，
村里蔬菜运不出去，外边客商进不了村
子，很多西红柿烂到地里。46岁的村民
师明齐是村里的贫困户，家庭经济收入
主要靠粮食种植。师明齐坦言：“原来村
里的土路坑坑洼洼，下雨天到处是积水，
出门都困难，更别说发展产业了。”

2013 年河村被确定为内黄县扶贫开
发整村推进村，村里先后争取财政扶贫
资金 207.6 万元，修建村内道路和产业
园区道路 5676.5 米，为群众脱贫致富打
下坚实基础。同时，河村又整合社会各
方面力量，争取县直单位和社会各界资
金及物资 400.3 万元，实施硬化、绿化、
亮化、美化工程，进一步改善了村民居
住环境和生产条件。村民宗利臣高兴
地说：“村里路修通了，环境变好了，村
民都憋着一股劲儿，要甩开膀子大干一
场。”

如今，河村蔬菜产业发展红红火火，
到村里拉菜的外地客商络绎不绝，村里
新建了几个蔬菜交易市场，还带动周边
几个村庄发展蔬菜种植。师明齐这两年
也种了 20多亩温棚蔬菜，2014年净收入
能达到 20 万元，家里盖了楼房，新买了
小汽车，由贫困户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

找到致富门路后，河村村“两委”创

新发展思路，按照“基层组织+合作社+基
地”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科
技示范户、农村致富带头人“三轮驱动”
作用，推广良种良法，示范标准化生产，
推动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更多村民
增收致富。目前，河村有 100 多户农户
种植温棚瓜菜，发展温棚 194栋，总面积
500亩，年产值达 1000万元。

师春庆告诉记者：“我们计划把全村
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整体规划建设，再打
造两个千亩温棚瓜菜示范区，力争早日
实现年产值 2000万元的目标，带动更多
群众脱贫致富。”

在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的带动
下，河村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彰显特
色、富有成效的脱贫致富之路。也因此，
河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先进村镇、省级
康居示范村、省级生态示范村、内黄县温
棚瓜菜发展示范村。河村党支部也连续
多年荣获安阳市级“双文明”党支部等荣
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