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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红色记忆”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评选结果揭晓 网友说——

传承红色基因 让中原更出彩
□本报记者 张培君 黄岱昕

国家工商总局抽检网购商品，正品率不足六成。国
家工商总局近日公布 2014 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
监测结果，此次监测共完成 92 个批次的样品采样，其中
有 54 个批次的样品为正品，正品率为 58.7%。手机行业
正品率仅为 28.57%；淘宝网正品率最低，仅为 37.25%。（1
月 24日《京华时报》）

网 购 商 品 正 品 率 不 足 六 成 ，特 别 是 淘 宝 网 仅 为
37.25%的抽检结果，还是有点出人意料——早知道假货
多，没想到会这么多。今后还让不让人愉快地网购了？

电子商务具备方便快捷、节约成本等诸多优势，越来
越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政府层面对电商也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和支持，电子商务面临着获得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假
货泛滥是电子商务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何止淘宝小店假
货多，据央视曝光，就连当当网与亚马逊所售国际品牌化
妆品，也来自北京“天照天批发市场”，消费者还能相信谁？

新消法实施以后，规定更细了，标准更严了，但消费
者维权难、鉴定难等老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特别是
网络购物，更是存在网店准入把关不严、商品信息审查不
力、销售行为管理混乱、信用评价存有缺陷等诸多问题。
类似乱象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效遏制，电子商务难免会
遭遇信任危机。

治理网购乱象，一方面要求商家自律，严控商品质
量，同时更需要监管部门依法做好监管。电子商务发展
迅猛，管理和规范应及时跟上，千万别让电子商务“死”在
假货上。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别让电子商务“死”在假货上
□乔志峰

1 月 24 日下午，“大河网 2014 年度网友年会”在郑州
激情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近 600 名网友欢聚一堂，共
享网络盛会。同时，由大河网倾力打造的首款服务河南
网民的生活社交客户端“眼遇”正式上线。此外，年会对
2014 年度“十佳版块”、“十佳版主”、“优秀网友”、“十佳
领队”、“优秀博客”、“十佳公益爱心组织”、“大河网友好
合作伙伴”等进行表彰。

【现场】网络盛宴一票难求
14 时，容纳 580 人的会场高朋满座，就连过道上也站

满了人。今年的年会除特邀嘉宾外，只有购买年会门票
的网友才能入场。与此同时，仍有网友不断拨打大河网
热线询问门票事宜。得知年会门票销售一空时，纷纷表
示明年年会一定要提早动手。 14 时 30 分，在开场舞

《HUH》欢快的节奏中，年会拉开了帷幕。
网友“琮琮那年”说，“大河网网友年会没有鲜花、没

有地毯，布置简朴的会场，因高大上的节目内容，让人觉
得不简单。网友自编自排的节目丰富精彩、频频摇出的
大奖也将会场氛围一次次推向了高潮。这样的聚会对大
家来说太过瘾了！”

网友“冷月葬花魂”认为，“大河网为河南网民提供了
很好的互动平台，在大河论坛和邦邦社区，我们可以畅所
欲言，说生活，论时政，其乐无穷。2014 年大河网组织了
很多精彩活动，如倡议过年不放炮、争做河南好网民、网
友冰桶挑战帮助罕见病患者、万人帐篷节以及持续不断
的爱心活动，既温暖人心又引领网络文明新风尚，希望
2015 年将精彩进行到底！”

【亮点】“眼遇”客户端大受追捧
“睁开双眼，遇见美好！今天你‘眼遇’了吗？”随着年

会进入高潮，大河网推出了首款服务河南网民的生活社
交客户端——眼遇，极大地方便了 150 万网友通过电脑
或移动媒体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需求。

功能强大、亮点多多的“眼遇”，吊足了网友们的胃
口，他们争先恐后地扫描“眼遇”二维码，下载客户端。拍
景、拍人，自拍、合拍，纷纷在“眼遇”里分享此时此刻喜悦
的心情。

网友“旭 RD 升”说，“成为
大河网网友 5 年了，我参加过大
河网组织的京沙快速通车、郑
州地铁开通、郑开城际列车运
行等活动。我喜欢背着相机，
记录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从对电脑一无所知，到现在熟
练运用‘眼遇’客户端，正是与
大河网结缘，让我的退休生活
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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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 2014 年度网友年会
“眼遇”上线受追捧
□本报记者 张 磊 大河网记者 许会增

扫描二维码下载
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优秀作品奖 一等奖（10名）
1.长征路上那支越打越强的“童子军” 人民网河南分网
2.红色记忆林州行：追寻红旗渠精神 央广网河南分网
3.商丘好人李东亮当司仪 每笔司仪费捐百元济贫弱 大河网
4.百岁老红军罗明榜：参军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映象网
5.爷爷留下来的 三门峡网管办
6.讲述你身边的红色故事 河南省外宣办@精彩河南
7.与死神打交道的人：王百姓 河南省文明办@文明河南
8.红旗渠：红旗引领，创造奇迹 河南省纪委@清风中原
9.河南公安永远的骄傲——沈战东 河南省公安厅@平安中原
10.追寻英烈坐标 传承红色基因 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共青团

红色典型遍布
河南各地 我骄傲

大河网网友“徐爱民”：看完《图说
红旗渠纪念馆》，我又一次震撼了。红
旗渠不语，但是她雄辩地说明，创造历
史的不是王侯将相之类的精英，恰恰
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林县儿女，一铲
一锤悬崖峭壁引水来，铸就了人工天
河的奇迹。而如今，它已经幻化成一
种无形的力量，融会到祖国的先进文
化之中。

大河网网友“江城游子”：灵宝拥
有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红 25
军曾在朱阳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大王镇贺村群众留下了可歌可泣
的抗日故事；建国后全市人民战天斗
地，修建窄口水库、红线渠等水利工
程。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摇摆的烈风：《八千子弟上前
线》、《勇破日军毒气阵》等故事太让人
感动了。一直都觉得这样的抗战故事
离我们很远，没想到在咱滑县也有过
那样的岁月，真心点赞，壮我滑州！扬
我军威！

@小斐宝贝：焦裕禄精神、红旗
渠精神、杨水才的“小车不倒只管推”
精神、史来贺的群众为先精神、王宏斌
的“二百五”精神等，都是艰苦奋斗、大
公无私、一心为民的精神。这是河南
的骄傲！

践行群众路线
重温红色记忆正当时

@洹水边：共和国大厦的搭建过
程中，有多少先烈英年早逝！铭记历
史，请不要忘记每一个为新中国诞生
而流血、牺牲的人。举办这个活动顺
应了民意，既表达了对先烈的敬仰和
怀念之情，又凝聚了力量，振奋了精
神。

大河网网友“东方红”：现在的中
国，国力日渐强盛，令各国刮目相看。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仍旧没有认真反
省他们的侵略历史，反而千方百计掩
盖战争罪行、开脱战争罪责，一次次刺
痛中国和亚洲邻国人民。通过搜索红
色记忆活动，我们重温那段民族的苦
难史。大量史实警示每一位中国人：
不忘历史，奋发图强，共铸民族昌盛，
国家富强。

@和谐龙安——徐屯：焦裕禄精
神，在新时期仍然值得大力践行和弘
扬。一张电影票虽小，但体现了共产
党人的高贵品质。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传承共产党员优秀品质，重温红色
记忆正当其时。

@与你共读：我的伯父曾在大别山
参与剿匪，有很多有趣又惊险的故事，
但是，他已经去世了，再也没有机会完
整地听到他的故事了。搜索红色记忆
这个活动很及时，抢救出一大批正在消
失的珍贵史实，弘扬了属于河南的正能
量。作为年轻一代，应该不忘历史，积
极进取，好好工作，奉献国家。

感受记忆的力量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大河网网友“流氓兔”：听完那些
老军人讲述的抗日故事,那段无法抹
去的历史岁月仿佛又到了眼前。他们
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中最绚丽的颜色。
历史不能忘记这些人。作为新时代的
我们更要爱国，并积极参与到国家政
治经济建设中来。

大河网网友“千年古镇”：65 载
春秋过去，从开国上将许世友，到县
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再到带领
乡亲们致富的“太行公仆”吴金印，
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河南好人不断
涌现。他们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爱岗敬业、不畏艰难、无私奉献、勇
于 牺 牲 的 精 神 ，永 存 于 共 和 国 史
册。他们撑起了共和国屹立东方的
脊梁，奠定了共和国的精神基石，实
践 了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的 基 本 内
涵，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

@薛金山：共和国已经走过了 65
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六十岁是“耳
顺”之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六十岁
应该是走过坎坷、迈向坦途的成熟
期。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
桑巨变，回首往事，倍感如梦如烟。衷
心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蒸蒸日上，繁
荣昌盛！

据了解，在“搜索红色记忆”网络
主题宣传活动中，共有 10 篇作品获得
一等奖。1 月 26 日，焦点网谈记者对
其中 5 家政务微博进行了微访谈。

@精彩河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搜索红色记忆”网络主题宣
传活动中，@精彩河南与“彩粉”们一
起，搜索红色记忆，讲述红色故事，弘
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精彩展
示了我省众多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
的感人事迹。获奖既是鼓励，也是鞭
策，@精彩河南将继续以“打开一扇
窗户，传递河南精彩”为己任，讲好河
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有力提升
河南形象！

@文明河南：非常感谢你们对@
文明河南的关注和支持，是你们的肯
定与信任让我们获得了不竭的前行动
力。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
是用自己的方式，讲好“河南好人”故
事。近年来，@文明河南讲了很多精
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坚信真理
和正义永远是主流。传播正能量、引
领新风尚，我们将继续讲好“河南好
人”故事。

@清风中原：革命英烈，光照千
秋。通过#搜索红
色 记 忆 #活 动 ，@
清风中原与众多网
友一起追忆革命英
烈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爱国情怀时
刻在心中涌动。搜
索红色记忆，是为
了传承红色基因，
是为了建设美好未
来。@清风中原坚
持把激浊扬清，唱

响时代主旋律作为重要使命，把倡树
正气，激发社会正能量作为责任担当，
扬清风之气，倡廉洁之行，愿与您携手
共同将清廉梦融入河南振兴、民族复
兴的中国梦之中。

@平安中原：搜索不停，传承不
止，@平安中原将携手全省公安民警
继续搜素红色记忆，向先烈致敬；传承
红色精神，保中原平安。与大家一起
聆听那个年代的故事，为建设富强河
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加
油鼓劲。

@河南共青团：“追寻英烈坐标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对于彰显民族价
值，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共
青团组织会积极参与更多的网上正能
量传播，引导全省百万青少年在寻访
烈士事迹中感悟革命精神，在志愿服
务中传承优良传统，在为青春点赞中
抒发爱国之情，激励广大青少年不断
传承红色基因、畅通民族血脉，为中原
更出彩贡献青春和力量。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做
好国家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宣传活动，
河南省网信办在 2014 年国庆前夕启
动“搜索红色记忆”网络主题宣传活
动，组织省内主要媒体记者、知名官
微及媒体法人微博编辑 50 余人，先
后分三批深入信阳、永城、兰考、商
丘、林州等五个地市实地采访。并在
省内外网站、微博、微信、微视、手机
报等多个媒体平台 ,设置互动议题，
吸引网友广泛参与。充分利用互联
网宣传新阵地，形成网站采编为支
撑、微博互动为窗口、微信微视为亮
点、政务力量为骨干的一体化宣传格
局。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网站开设
专题专栏 50 多个，刊发原创新闻稿
件 600 余 篇 ，集 纳 新 闻 链 接 6500 余
条。新浪、腾讯微博#搜索红色记忆#
微话题阅读总量 4074.3 万余次，讨论
跟帖 2.2 万余条，单条微博最高点击
量达到 23 万次。

聆听老革命、老英雄讲述英雄故事，参观铭刻历史的珍贵图片，感受
河南人民勇敢抗争的革命精神……1 月 22 日, 在全省网络宣传管理工作
会议上，“搜索红色记忆”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评选结果公布，以《长征路上
那支越打越强的“童子军”》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受到表彰。

2014 年国庆节前夕，河南启动“搜索红色记忆”网络主题宣传活动，
掀起网上“红色风暴”。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一幅幅触动心灵的图片，
引发网友纷纷点赞。据统计，新浪、腾讯微博#搜索红色记忆#微话题阅读
量 4074.3 万余次，讨论跟帖 2.2 万余条。百度“搜索红色记忆”，共找到相
关网页 114 万个。

微访谈

搜索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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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搜索红
色记忆”精彩故事

温县 92岁抗日老兵牛得福为学生演示当年与日本兵拼刺刀情形。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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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将军故居。 资料图片 鲁山县团城乡六旬老人义务守烈士墓。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