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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感想

【关键词·经济建设】

大河网网友“我是师爷”：国家曾经三令五
申，地方发展不能以经济指标论英雄，事实上并
非如此，各级政府仍然把招商引资、经济指标、城
建项目等作为衡量各级干部的硬杠杠。唯GDP
为目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各级政府单纯以
经济指标排名次论前后的做法可以休矣。

【关键词·物价调控】

大河网网友“郁真”：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切身合法利益，在具体事情上应体现政府
的关怀和关爱。例如，天然气、取暖、用水用电
等公益服务机构基本都与人民群众的工作和
生活密切相关，维持合理的价格至关重要，不
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频繁涨价。有线电视
费就一直备受诟病，建议对一般电视节目实行
免费收看，对那些付费节目适当减低价格。作
为必不可少的公益性文化娱乐需求，摒弃以经
济收益作为基本原则的做法！

【关键词·医疗改革】

大河网网友“十年一刻”：医疗改革的每一
个细小变化都牵动着老百姓的心。2014年，河
南强力推进新农合大病保险，在全省范围实现
了全覆盖，在为群众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希望以后河南在医疗改革
方面能有更多惠民利民的好政策出台，合理配
置医疗资源，让“看病贵、看病难”不再成为困
扰百姓的难题。

【关键词·交通建设】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要想富，先修
路。河南作为全国交通枢纽之一，战略地位突
出。现在，河南的城铁建设如火如荼，正跑步
进入城铁时代。在此，建议加大对中小城市的
道路建设，并给予政策支持。与大城市相比，
小城市更需要快速、迅捷的现代交通。

【关键词·教育公平】

大河网网友“七里香榭”：呼吁与会的两会
代表委员充分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
急迫性，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成为国家发展进程
中的有用人才。农村的教师岗位无法吸引年
轻人，无法留住年轻人，这是目前农村教育面
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教师人才资源趋于单向
流动，必须切实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和福利，
让教师愿意在农村“扎根”。

大河网网友“水中风信子”：教育公平，生
态环境是我最关心的。每每想到重点学校拥
挤的教室、乡村稀疏的学生就为孩子感到难
受。希望有关部门能多关注这些。

【关键词·反腐倡廉】

大河网网友“我本友善”：作为工作常态，
2015年的反腐倡廉将会更加深入。建议进一步
推进有奖举报制度，助推反腐力度，提倡实名举
报，加大对提供有效线索举报人的奖励力度，以
此来激励社会各界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

大河网网友“yigantiao”：2014 反腐成绩有
目共睹，我现在关心的是追赃问题，钱能否追
回，追回上缴国库还是补贴地方财政，是用于
公益事业还是支持贫困地区？

【关键词·食品药品安全】

大河网网友“雨点叮咚”：中国人有句老
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但是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老百

姓对“舌尖上的安全”有了更高的期待，吃得卫
生、健康、营养才叫食品安全。河南是粮食大
省、食品产业大省，不仅要让本地人吃饱吃好，
还要当好全国人民的“中央厨房”。打造更多
像双汇、三全、思念这样的龙头企业，提高河南
造食品的标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应该是未
来的新期待。

大河网网友“我心依旧”：假药事件屡屡见诸
报端和网络，真的让人很担心啊。玉米粉造的药
片，有没有？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大对药品安全
的监管，让大家看病放心，吃药安心。

【关键词·促进就业】

大河网网友“文小竹1”：近年来，河南出现
了非常明显的“家门口就业”现象，越来越多的
农村劳动力实现了省内转移。像航空港区建设
就吸引了很多人就业。就近就业主要有两个担
忧，一是工资待遇上不去，二是劳动权益得不到
保障。希望本土企业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
待遇，全面落实就业扶持政策。有关部门应积
极引导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鼓励企业

对新招收的农民工开展岗前培训或技能提升培
训，促进农民工就业由劳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关键词·社会保障】

大河网网友“一江蓝蓝”：中国正步入老龄
化社会，养老问题将更加突出，社会保障必须
进一步完善。建议组建“老年人互助型养老社
区”试点，让认同互助模式养老社区的老人自
愿报名参加。现代社会的发展、独生子女政策
的影响，使得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瓦
解，希望在农村多建一些养老院，统一集中解
决养老问题，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化解农村
养老难题。

【关键词·城镇化建设】

大河网网友“九九一十八”：我们天天都在
喊新型城镇化，但是河南的城镇化水平跟全国
相比却不高。对于拥有 6000 万农民的河南来
说，实现城镇化确实不容易。目前，我们不仅要
让农民住上新楼房、用上自来水，还要考虑好农
民要有良好的环境，先进的教育，发达的医疗等
条件，特别是失地农民解决好就业难题，消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那些在大城市打工
的“候鸟”才会考虑大批返乡，农村的优秀人才
也不会别家弃子，到大城市谋生活。

【关键词·环境治理】

大河网网友“哒哒兔佳妮儿”：当雾霾一次
次来势汹汹，曾经常见的蓝天白云也成了难得
一见的风景，针对我省空气质量，希望尽快出
台雾霾治理的法规，从法律层面保证治污方案
得到落实，减少污染物排放。还民众以蓝天白
云，青山绿水，让百姓生活得更美丽些。建议
多建设生态公园，增加植被面积，加强生态环
境建设。

【关键词·户籍改革】

大河网网友“水来土挡”：城乡融合是个问
题。我们这些住在农村的城里人，虽然户籍在
村里，因为是非农户口，享受不到新农合等好
政策。我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也曾在农村撒
下辛勤的汗水。我们参加工作时没有带走村
里一寸土一分钱，如今我们或退休或失业户口
也迁回了农村，希望享受到农村的好政策。盼
落实。

【关键词·法治建设】

大河网网友“龙在江湖”：前些天，发生了
太原警察殴打讨薪者致死事件，显示出基层执
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执法为民的意识不强。
法治中国、平安河南建设不能停留在纸上。我
省的法治建设很多经验都走在全国前列，也创
造了很多河南模式。依法办案除了靠制度建
设之外，还需要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基
层执法规范化建设亟待提升。

【关键词·其他问题】

大河网网友“翡翠红尘”：不达标的电动车
和老年代步车的问题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了，比如闯红灯和逆行，在道路上行驶又不分
人行道和机动车道，这些确实需要管理，还有
不少人改装电动车，这样的行为其实很危险，
建议规范电动车市场，它牵涉到了人身和财产
安全，希望能引起关注。

大河网网友“小兔白”：随着社会快速发
展，楼房越建越多、越建越高，经常发生高楼
抛物伤人事件，事后无人承认，结果整栋楼居
民平摊赔偿费用，谁心里也不乐意。希望政府
可以敦促房地产商和现有物业在高楼前后至
少安装两个广角摄像头监控整个大楼表面。
这样可以对没素质的居民起到警示作用，减
少类似抛物事件，有助于推动公平法治，邻里
和谐。

网络参政议政渐成时尚，利用网络集民情、纳民意、聚民智
的代表、委员也越来越多。

在 2015 年河南两会到来之际，大河网网友通过大河论坛
（bbs.dahe.cn）积极地出谋献策，希望他们的建议能够成为人大
的议案和或政协的提案。

网友来自社会各个层面，所发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客观
性，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听听网友的声音，或许我们可以受到
更多启发。

反腐、医疗、教育、环境……大家关注的民生话题一样也不少

大河网网友为河南两会建言
□本报记者 孙华峰 王 佳

谢淑华，这位来自江苏丰县的 63 岁退休女教师，为
了实现老母亲出门走走看看的愿望，用一辆人力板车拉
着 90 多岁母亲踏上了践行孝道的旅程（见上图）。从
2013 年 4 月开始，她从上海走到北京，又从北京走到海
南，行程 2万多公里。（1月 19日 中国文明网）

谢淑华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虽然说，如
今老人身体好，但一位花甲老人的身体并不如年轻人那
般健壮，她却能够拉着母亲游中国。

“你们都有机会出去旅游，我一辈子就是锅台前转到
锅台后”，母亲言者无心、女儿听者有意，谢淑华拉着老母
亲开始环游中国。值得称赞的是，谢淑华的这辆名为“感
恩号”的车是由上海一家爱心企业捐赠的特质房车，谢淑
华的壮举离不开这家爱心企业的贡献。

老太太每到一处都笑呵呵，旅游让她感到非常开
心。年过花甲的谢淑华尚能拉着九旬老母亲游中国，那
么，更多的中年人、年轻人呢？大多数人都很孝敬父母长
辈，但依然有少数人不孝敬，这些人不该感到惭愧吗？

想想曾经发生的空巢老人惨死出租屋、空巢老人去
世两周无人知等悲剧，虽然仅仅是个别事件，但却折射出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困境。

我们不一定都要效仿谢淑华用板车拉着母亲游中
国，但多关心一下自家老人的生活，这总能做到吧？少数
人经常忙着应酬，可就是没有时间陪陪家人，其实，非不
为也，实不愿也，最熟悉的亲情最容易忽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与其等到为时已
晚的时候后悔，还不如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多关心自
己的父母长辈。

谢淑华自己践行孝道，还向更多的人传播孝道。回到
家乡后，她应邀到公益讲堂，宣讲孝道，她的事迹甚至漂洋
过海到了韩国。谢淑华希望人们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
让父母在当下多一点幸福、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快乐、少一
点烦恼，让他们过一个安详的晚年。谢淑华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传播孝道，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我做到了吗？

用板车拉着母亲环游中国，播撒了孝爱的种子，愿种
子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我是大河网大河论坛的版主“若即若离”，还记得 2011
年 9 月 27 日，第一次来到郑州市金水区纬二路的河南省人
大常委会，和其他 14 位公民一起旁听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见右图），“零距离”见证人大代表们履行人
大代表职责，从中感受到代表们参政议政的专业和热情。

当天，我通过大河网大河论坛及时发布“旁听”内容
和体会，让更多市民参与进来，发挥了公开、互动和沟通
等作用。4 年多过去了，那次旁听给我带来了很多变化，
通过旁听提高了自身参政议程的能力和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的担当。

2012 年 5 月，我发起成立了我省第一支网络文明传
播、全民终身学习志愿服务队——河南小蚂蚁志愿服务
队，同年 9 月我成了郑州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在社区里，我作为驻社区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服
务，并和居民一起发起了居民公约，围绕“居有所乐，乐我
所居，居必有为，持续共赢”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现
在，小蚂蚁已成为河南的一支知名志愿者服务队。

感谢“旁听”给予我的成长，还记得一位人大代表对我
说过的一句话：“旁听是为了不旁听。”

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去努力提升参政议政的能力，
成长自己，服务社会，为国家发展奉献青春才智。

未来，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会止步，我们将继续努力，
践行公民责任。

旁听是为了不旁听
大河网大河论坛版主 “若即若离”

网民参政议政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一个
重要方式，已由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对构建
良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具体如下：

首先，一些人民群众的声音不可能通过议案的形式为权
力机关所知晓，却可以通过网络议政的方式引起社会的重
视。因此，网民参政议政是反映社情民意的一个重要通道。

其次，人大会和政协会有固定议程，网民参政议政尽管
不可能影响议程设置，但是它却可以通过赋予不同议题不同
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会议瞩目的焦点和代表委员们
的认知。

再次，网民参政议政还能对于政治权力的运行发挥重要
的监督作用，产生一种无形的批判力量。通过网民在网络对
于权力运行的公开讨论和报道，能够促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
和透明化，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最 后 ，网 民 参 政 议 政 也 是 政 治 社 会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途
径。网络参政议政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表述政
治关注的平台，也引发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增强
公众的政治认知，影响公众的政治心理，使参与者在无形
中受到影响。

网民参政议政是积极效应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林志友

学者观点

板车拉母出游播撒孝爱种子
□李兆清

“哈尔滨出台新规保障环卫工安全：道路能见度不
足百米或 6 级大风以上，环卫工人立马休息。除休息制
度外，规定要求还落实服装用具、健康检查和保险保障
措施。环卫工们起早贪黑清理城市，被撞事件却屡有发
生……支持请转！”1 月 21 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该
消息后，引发网友讨论。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我是个闲人”：支持，河南也
该实行这样人性化的规定，能见度不足百米，打扫街道是
很危险的，要多给环卫工人一些温暖。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小靴子”：早就该出台一些
相关规定来保护环卫工人了,完善的休息环境，安全的工
作环境再加上领导的关心与大众的尊重，才是对环卫工
人的真爱。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青春正当年”：如何判断能
见度不足百米，如何知晓大风已达 6级，如何保证立马休
息，休息后工资如何结算？哈尔滨有此新规，初衷是好
的，但如何落实还需要下一番大力气，希望这样的规定千
万不要成为另一种形象工程。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龙飞凤舞”：环卫工在雾霾
天捡垃圾被撞，这种事情时有
发生，每个人自己都应该反省，
随手丢掉的垃圾，都有可能引
发一起事故，我们能做的，就是
少丢垃圾吧。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
“89898”：环卫工在能见度不足
百米时休息一会儿，也不会对道
路环境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

微信圈

能见度不足百米时环卫工休息

这样的新规你支持吗
□本报记者 张 磊

制图/石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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