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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建设如火如荼，网友感慨——

“哥所在的农村越来越
富，好多村民买了小汽车，村
里文娱活动也变得丰富多彩，
闲时不再靠打麻将度日。家
乡变得越来越漂亮，一栋栋小
楼平地而起，日子越来越美
好。”3月 6日，大河网网友“芦
苇丛中”发出的帖子在网上引
发热议。

“芦苇丛中”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结合河南正处于爬坡
过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实
际，河南提出打造“富强河南、
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
南”建设。“四个河南”建设如
火如荼，希望大家一起说说身
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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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下“桃花雨”丢了心中善
□孙彦朋

网购新规“已拆封可退货”引争议

网友：质量过硬才是王道
□本报记者 王 涛

近日，在福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5 名女游客带着 4 个
小孩赏花。为拍到“桃花雨”，几名大人使劲摇晃树枝，大
量花瓣随之飘落（见上图）。4 个小孩也学着摇晃，甚至挂
在树上，一根树枝被生生掰断。当有游客上前阻止时，大人
回答“花总是要落的”。（3月 9日 大河网）

花总是要落的，这话透着禅机，似乎说话者已经参透世
间万物的真谛，可是看看说这话的女士的行径却不得不令
人大跌眼镜。为了自己拍照取景便可以毫无顾忌摧残花
枝，这桃花雨虽美，可是人心却未免残忍了点。我们不禁要
问，落花不是无情物，那么人呢？

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逻辑居然能脱口而出，足
见这样自私的心理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了，显然是入脑入
心而非一时兴起。这样的心理对花更对人，为了自己的目
的当然可以不惜代价，不管这代价是由他人付出还是由公
共付出，反正实现自身目的才是最高价值追求。如果人人
都奉行这位女士这样的价值观，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弱
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起码的公共价值和底线也会荡然无存。

这位女士更是通过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孩子做了坏榜
样。理念不会说话，但是人的行动却是承载理念的最有力
的语言。这种行为对于孩子的影响虽然不着痕迹，但是相
信一定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孩子是一张白纸，应该
让那些善的价值在孩子纯洁的心灵上作画，但是新闻中的
行为实在是让人又气又痛。

侬今摧花不知痛，桃花无缘笑东风。现代社会的成熟
基于每一个公民的成熟理性，公民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
对他人对社会对万事万物都有一颗同情包容的心。价值观
的塑造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我们也从不期待毕其功于一
役，但是至少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尤其是要给孩子做
个好榜样，从而让社会不断走向成熟。所以对新闻中的母
子的思考和批评不是上纲上线，而是想以小见大，不仅是呼
吁这位母亲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是期待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从中反思自己净化心灵。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已经拆封的网购商品，到底能不能无理由退货？根据
将于 3月 15日施行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已
拆封’等不能作为拒绝退货的理由。这一新规在消费者、专
家、电商从业者间引发争议。”3月 9日，大河网官方微信发
布该消息后，有网友支持点赞，也有网友担心买到“二手
货”。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遗忘的白光”：这个政策一出，
是不是意味着很多人要买到二手产品？别人用过的水杯、
吃过的零食，这些怎么解决？“已拆封”不应一刀切，对母婴
类、食品等涉及消费者健康的产品，不应相同对待。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5788”：如今，假货不少，“已拆
封可退货”，就可以给生产商套上紧箍咒，产品质量是企业
的生命线，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这样的规定会倒逼生产商将
注重产品质量切实落到实处。赞一个。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简单生活”：规定还是不太合理，
有些东西一旦拆封了，就完全无法二次销售了，而且这样很
容易导致恶意退货，甚至给专业差评师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不愿将就的皮皮”：关于各类退
货的规定已经很多了，但大多根本就没有被落实下去。如
果把之前的规定落实好，就可以维护广大网购者的合法权
益了。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青青
草”：退货与否，不能看是否拆封，而
是要看质量。不拆封怎么能够知道
产品的质量，人也没有透视功能，拆
封了就不能退货是没有道理的。产
品要经得起消费者检验，要经得起
拆封，否则这种产品消费者会怀疑
其质量。

家乡富了美了 看得见摸得着
□本报记者 孙华峰

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总目标
的指引下，“四个河南”建设可以说在不断
结出硕果。

富强河南扎实推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文明河南扩大了
河南的软实力和在全国的竞争力；平安河
南有效维护了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美
丽河南为企业、居民营造了生产生活良好
环境。

“四个河南”使河南的战略定位更加清
晰，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发展路子更加科
学。从另一个层面讲，说明“四个河南”高
度契合了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可以说是“四
个全面”在河南的具体实践。

“四个全面”概括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推动中国现代化、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
问题，抓住了中国发展的“牛鼻子”；“四个
河南”则反映了 1亿河南人民的美好期待，
勾绘了中原崛起的深刻逻辑，成为畅想河
南愿景、让中原更出彩的切入点和着眼点。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会点，“四个全
面”战略，既是发展道路的新指引，也是指
明方向、协调步伐、全面科学思维的新要
求，今天的河南，需要在“四个全面”战略指
引下，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
道、筑执政之基，更加扎实地开展“四个河
南”建设，进一步推进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富民强省的伟大征程。

点击事实：“农村女孩少了，要
求高了。彩礼十万元起步，要无兄
弟的，父母健在 (帮忙带孩子 )，有姐
姐更好，可以赡养老人。近日，一名
来自湖北农村的华科大研究生发文

《单身狗返乡记》，引发共鸣，农村
娶媳妇越来越难，你们那彩礼要多
少钱？”3 月 8 日，网友“她的夏天”
在网上发帖引热议，甚至有网友调
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聘礼代表我
的心。

高昂的彩礼，让真心爱
情变了味

大河网网友“聪明的鸭子”：“乡
村爱情”正被高额彩礼等物质要求绑
架，步入婚恋年龄、家庭不富裕的农
村小伙只能望婚兴叹，在“高价”彩礼
的困扰下，有情人成不了眷属，无情
人却被阴差阳错地“绑”在了一起。
彩礼钱这个沿袭至今的旧时婚俗，真
的成了婚姻的绊脚石。

@金兵甲：时下的这一观点可以
说直击了金钱至上的婚姻现实，也是
当今功利化的畸形婚恋观的真实写
照。彩礼钱的不断攀升，不是民俗反

而是陋习。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聘礼
代表我的心。

大河网网友“865”：高价彩礼背
后折射出社会浮躁的氛围，在经济相
对落后的地区尤为明显，用彩礼绑架
爱情固然不可取，但是只顾爱情却忽
视物质也过于理想化，透过高价彩礼
我们应当看到，风俗习惯的异化、女
方父母的攀比心理……有着多方面
的复杂成因，高价彩礼与之相对应的

是离婚率攀升，幸福的生活源于双方
的努力，而不是负债的叠加。

莫让美好姻缘为“五斗
米”折腰

大河网网友“百合心情”：现在
的 妹 子 到 底 怎 么 了 ？ 找 个 永 远 疼
你、爱你、真心喜欢你且不会花心的
男人嫁了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彩

礼呢？那些靠嫁女儿发财的家长们
也该醒醒了，自己女儿只要和女婿
恩恩爱爱过日子才是最好的彩礼！

@小兔白：婚姻不是买卖，媳妇不
该钱买！真心相爱可以裸婚，租房照
样成家！买些简单的用品，放些不值
钱但有情调的花卉，口渴时为爱人递
上一杯温水，疲惫时有人烧壶热水烫
烫脚，饥饿时有人下碗青菜面，爱是真
诚关心而不自私，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岁月不留痕：爱情本是美好
的，“披金戴银”虽多了体面与荣耀，
却也少了幸福的味道，一生很长，切
不要因虚荣心作祟，让美好姻缘轻易
为“五斗米”折腰。

大河网网友“yes”：现如今，彩
礼花样百出、不断升级，早已不是单
纯 的 钱 的 问 题 ，你 看 看 我 ，我 比 比
你 ，相 互 攀 比
后 ，房 子 、车
子、票子，似乎
已成了婚姻的
必备品。但有
钱并不等于有
幸 福 ，因 为 千
金 易 散 ，佳 人
难得。

网事聚焦

娶媳妇下聘礼得花十几万，研究生写《单身狗返乡记》引网友热议——

莫让美好姻缘为“五斗米”折腰
□本报记者 王 佳

“彩礼只是一种形式，不能用它的
多少来衡量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对此
问题，河南省心理咨询专家刘慧表示，
彩礼居高不下有很多落后思想在作祟。

刘慧说，部分女方父母持有“便宜
嫁女”吃亏的心理，便索要过多的彩
礼。女儿要嫁人了，作为父母总想让
女儿嫁得风风光光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在男方上门求婚时，女方父母便“狮
子大开口”，除了豪华铺张的婚礼，彩
礼钱的数目也是他们心中的重要指
标，似乎女儿将来的婚姻幸福指数是
和彩礼钱成正比的。殊不知，在准备
结婚的时候，也正是男方事业及各方
面的起步期，高昂的彩礼，只会给他的
稚嫩的肩膀凭空增加负担，对今后自
己女儿的生活是百害而无一益的。

虽然彩礼习俗自古流传，但一定
要有健康的价值观，彩礼应该建立在
感情的基础上，杜绝攀比，量力而行。

记者连线

杜绝攀比
送彩礼最好量力而行

富强河南
高铁通到俺家门口

大河网网友 寒江雪

有那么一段时间，农业、历史和
贫穷等似乎成为河南留给大家的固
有印象。当时，内心隐隐作痛，却又
很无奈。河南穷得只剩那么一点文
物了，你几乎拿不出向别人炫耀的
资本。而这一切，在进入 21世纪后
开始悄悄改变。

富强，富足而强盛。物质丰富，
精神满足，这恐怕是富强最直观的
表现。而这些年，随着郑东新区的
发展，航空港区的腾飞，郑州的龙头
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原城市群
越来越紧密，公路、高铁、城铁都让
城市间的交流变得没有缝隙，高铁
通到了俺家门口。河南人不再卑微
小心，不再自怨自艾。不管是“米字
形”的铁路，还是以航空港区为支撑
的物流航空，抑或每年数不清的展
会和文化活动，都让河南变得生机
勃勃，充满希望。我们的心更加广
阔，视野更加宏大，河南人不知不
觉，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大。更重要
的是，有了这些年的物质积累为支
撑，这种自信并不是夜郎自大，而是
对自身实力的真实研判。不管你是
否意识到，我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
我们的欲望变得唾手可得。

富强河南作为省里提出来的
“四个河南”的基础，在强大的物质
保证和自信心下让梦想不会变成空
中楼阁。河南，已经迎来升级转型
的最佳时刻，未来的河南，不可预
测，充满无限可能。

文明河南
“陇海大院”只是样本

大河网网友 当年我们

文明河南既是一个文化命题，
又是一个社会命题，但社会命题的
意义更大。

文明是文化的积淀，有了文化
的碰撞与交织，就会自然而然地衍
生出文明。河南有文化优势，比如
有闻名的民间文化遗产，像南阳的
宛梆、朱仙镇的年画、几近失传的皮
影戏等一大批传统文化品种；比如
一大批文坛干将，以二月河、李佩
甫、周大新、刘震云等为骨干力量的
省内、省籍作家，写出很多脍炙人口
的作品。从这点来说，文明河南这
一命题有基础有底气。

文明河南的社会命题内容应该
离不开“做文明人、办文明事”。中国
是礼仪之邦，中原是华夏文明的源
头，自古以来河南出了很多圣贤，比
如老子等，孔子也多次到河南，文明
之风积累至今、传承至今。最近刚刚

获得“感动中国”殊荣的郑州市“陇海
大院”就是文明河南建设的一个样
本。近年来，建设文明河南卓有成
效，这是民间积累、政府引导的结果。

相信在未来，文明河南建设会
越来越有成效，文明河南也越来越
引人关注。

平安河南
给群众全方位的安全

大河网网友 杨军政

我对“平安”的理解是这样的，
平安就是群众有安全感，是一个公
安书写群众感受的过程。“平”字很
简单，也可能是日常工作中一次指
路，也可能是血与生命的付出，贯彻
始终的是依法执法与一生的坚守与
付出，才有群众的心“安”。作为高
速公安，一年 365天路况播报、一天
24小时高速省界站执法坚守、冰雪
雾天昼夜保通、与群众双微互动严
查客车违法、通过“护卫天使行动”
护航中小学生平安出行、打击高速
公路违法犯罪活动等措施和服务就

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我们用服务、
坚守和效率守护群众出行平安，为
平安河南做贡献！

美丽河南
蓝天白云重回家乡

大河网网友 狐狸湖涂

节前回了一趟老家，家乡的变
化让我吃惊。家在邓州市构林镇，
以前的格局和全省多数乡村一样，
田野纵横，乡野四邻，很多庭院都差
不多。但是，这次回到村中，发现很
多都不再是以前的格局，三层甚至
四层的建筑到处都是，村中的道路
不再是以前的“水泥路”，而是规划
整齐的水泥路。家家户户通了自来
水，废水处理、垃圾等都有了专业的
机构处理，生活购物也很方便，基本
上与城市无异。这在十年前是不可
想象的。

我的家乡一马平川，没有青山也
没有绿水，但有蓝天白云，有漫天的
繁星。但为了经济的发展，小造纸
厂、小工厂林立，仅有的几条小河流
变了模样，空气中也飘散着污浊的气
味。这是我十年前回家乡的感受。

“蓝天白云、青山秀水是人民对
生态环境的期盼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这句河南两会代表的谏言在我
的家乡变成了现实。

2014 年我省筹措 26.4 亿元支
持美丽乡村试点项目建设。事实证
明，“美丽乡村”建设为新型社区建
设注入了活力，帮助居民告别脏乱
差，倡导了文明新风，全面提高了居
民的素质。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农民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显然，我的家
乡也因此变得“美丽”！

网聚观点

大河网网友“wyxsj”：作为在外省工作
的河南人，2014 年是在家乡的频频喜讯中
度过的，正是家乡的迅速发展为我们赢得
了尊重。展望 2015 年，真诚希望中原更出
彩，日子越过越好，在外省工作的河南人也
将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幸福感。

大河网网友“一点山水”：走出火车站，
有志愿者帮着拿行李；登上公交车，一大群
红领巾争着为老人让座；美丽的景点，有微
笑的导游介绍风景。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河
南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河南
人，在用自己的言行为“四个河南”建设添
砖加瓦，他们让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
河南、美丽河南看得见，摸得着。

大河网网友“牛玉峰”：这些年我们高
山镇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高山街道狭
窄，镇上的建筑也破旧不堪，前几年镇政府
下了大工夫进行镇容改造，把破旧的房屋
拆了，街道也翻修扩宽了，道路两旁都安上
了路灯并栽上了树木绿化，整个高山镇都
做了一次规划创建，现在在高山街上看到
的是漂亮的别墅群和一栋栋高大气派的居
民楼，看到的是宽广整洁的街道和一群群
忙碌的环卫工人以及各种卫生设施，现在
的高山镇很有新农村的模样，家乡变得越
来越美丽。

“四个河南”建设
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母亲河畔天鹅舞。图为三门峡天鹅湖美景。 大河网网友“张献东”供图

郑东新区 CBD一角。 大河网网友“老辛”供图

“四个河南”建设结硕果
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袁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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