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米字形高铁的西南那“一
撇”，又有新进展。据报道，目前郑万
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专家评
审，设计速度也由原来的 250公里/时
提升到 350公里/时。建成通车后，郑
州到重庆车程时间将缩短至 4小时以
内。郑万铁路起于郑州东站，途经河
南开封市（尉氏）、许昌市、禹州市、平
顶山市、南阳市、邓州市后进入湖北
省境内。网友为此欢呼雀跃，不少网
友称，期待坐火车去重庆吃着火锅唱
着歌的日子早点来到；也有网友担
心：提速会不会提票价？

期盼郑万高铁早日建成
大河网网友“悠嘻欢乐”：重庆是

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河南是人口过
亿的大省，如果能有高铁连接两地，
那真是太棒了。郑万高铁的建成，一
方面将极大地增强郑州的铁路枢纽
地位，另一方面高铁的过境也能很好
地弥补豫西南地区高铁空白，方便当
地百姓出行。期盼尽快建成！

@一群人：上午去山城吃火锅，
下午回郑吃烩面，这一天俺们翘首以
盼多时了。河南四通八达的高铁网
延伸到了西南地区，经济上的作用不
必说，也给喜欢川菜的小伙伴带来了
福音。

米字高铁“一撇”有了新进展
@代理班长：郑万高铁作为河南

米字形经济发展轴的一条线，解决了
豫西南城市到郑州铁路绕路的困局，
既可构建郑州至豫西南城市“一小时

经济圈”，又为打造鄂豫陕区域中心
城市和全省次中心城市提供交通支
撑。承载着我们梦想的郑万高铁，祝
早日建成。

大河网网友“大菠萝蜜”：河南米
字形高铁的“一撇”，终于有了新进
展！其实早就想去重庆了，可惜想想
路上的艰辛就退缩了。现在西南向
的大动脉打通在即，希望东南方向也
尽快落实。

高铁提速 担心票价也会高
大河网网友“acmddg”：郑万高

铁按照时速 350 公里规划，大大拉近
了郑州与西南地区的距离。但是票
价会不会随速度大幅上升呢？郑万
高铁途经地区以中小城市为主，消费
能力肯定不比大城市，铁路部门能否
考虑票价市场化，在基准票价的基础
上实行一定的下浮？

@河南妞：去年我嫁到了重庆，
结婚的时候开车从平顶山去重庆因
为走错路，走了 18 个小时的车程，爸

妈他们返回花了 14 个小时，俺妈说，
回来的时候她数了一下共过了 65 个
山洞，见一面真的太折腾了，希望票
价不要太贵了，让我常回家看看。

高铁建设对河南影响深远
“高速铁路的建设对河南和河南

单 个 城 市 的 发 展 ，将 有 深 远 的 影
响。”6 月 10 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孟白接受采访时说。

孟白认为，首先，郑东新客站将成
为全国唯一铁路“米”字交会站，郑州
到武汉 2.5个小时，郑州至北京 3个小
时……“米”字形高铁交通框架，将我国
多个城市纳入郑州高铁“3 小时经济
圈”，国内外上市名企纷纷抢进郑东高铁
商务区，郑东高铁商圈聚变效应显现。

其次，郑万高铁的开通，将会在空
间布局、产品组合、市场格局、旅游流
向等方面对河南经济和旅游产业产生
巨大影响，增强了郑州与周边城市的
货物吞吐手段和运输能力，加快商品
流通速度，促进郑州经济的发展。

再者，郑万高速铁路的建成以及
轻轨、地铁、城际公交、客运东站的全
部投入使用，将在郑东形成中国巨大
的人流与物流场所，刺激和带动郑州
商业、旅游、餐饮、宾馆、仓储、运输以
及房地产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新时代新挑战 更需
要愚公移山精神

大河网网友“卢江49”：“愚公移山”讲述
了北山愚公生命不息、挖山不止，最终感动神
仙，搬走太行、王屋二山的故事。“愚公移山”精
神，其实质是中华民族的顶天立地、持之以恒、
自强不息的精神，今天，面对各种新困难，我们
更需要将愚公移山的精神发扬光大。

大河网网友“繁华看尽”：从很多故事中，我
们看到了“当代愚公”所展现的责任和担当、坚
守和隐忍、毅力和执着，他们的精神着实可嘉。
但是，我们在为他们锲而不舍的“愚公”精神所
感动的同时，也看到了“愚公”们的“孤独”。我
们必须更加努力，让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成为
全社会的价值追求。

大河网网友“西楼2046”：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比太行、王屋二山难移的山更多了。我
们要学会用“愚公移山”精神排除万难，才能实
现我们的各种梦想。

学愚公不空谈 脚踏
实地干实事

大河网网友“小斐宝贝”：河南是个好地方，
我们有战天斗地的红旗渠精神、有锲而不舍的
愚公移山精神、有一心为民的焦裕禄精神，学习
这些模范精神，能够激发我们的斗志！只要我
们树立了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
事，就能不断看到新成效。

大河网网友“卡斯”：目前，河南的各项改革
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难度大、风险大，在这种情

况下，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不屈不挠敢于
挑战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中原崛起河南
振兴富民强省。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具体到每个人的
工作岗位上，我们也需要愚公的精神。偷懒耍
滑只能浪费生命，害人害己。要实现自我价
值，必须靠实干，光靠说空话、大话不行。当
然，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赋予愚公移山精神新
内涵，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愚公的敢想敢干的精
神；另一方面，也要讲究创新和技巧，使工作效
率最大化。

那些与天斗与地斗的
河南人

新乡卫辉市唐庄镇的吴金印，被群众唤作

最亲的人。担任乡党委书记 40 多年来，他带
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在生活和工
作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造出了良田，筑成
了大坝，打通了山洞，使得唐庄镇旧貌换新颜。

不甘于在清闲中度过晚年的李公涛，积极
回应开封市委、市政府“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发
展旅游事业”的召唤，用 27 年的时间，带领全
家、自筹资金、历尽千辛万苦创建中国翰园碑
林，被誉为“当代文化愚公”。

在郑州巩义市北庄村，杨小周也被人称作
“愚公”：他卖掉自家的粮食，以个人名义在农行
贷款 2万元，带领村民坚持了 600个日夜，打通
了 916米长的引水隧道。

目不识丁的洛阳市宜阳县深山农民冯无
飞，花费八年时间，用一己之力，建成了一项宏
伟的“南水北调”工程：一座水库、500米绝壁水
渠、2.5公里地下管道、一座水窖。不仅解决了
自己 4 亩多地的灌溉难题，还让周围近千亩农
田“绝处逢生”。

在原阳、延津、封丘三县交界处，有一位义
务修路 25载，被人们誉为“活雷锋”的退休老工
人班树德。他像老愚公那样痴心不改，挖山不
止，成年累月每天坚持义务修路。使家乡通往
四外八乡的道路，路路畅通。

藏身洛宁西南山区的当代“愚公”李书邦，
带着一股开天辟地的勇气，劈山凿壁，经过 27
年的艰辛耕耘，使一个几近撂荒的山头，幻化成
了一座浑如人间仙境的花果山，一处陶渊明笔
下的美丽“桃花源”。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对河南有特殊意义

“新时代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对于河南有特
殊意义。”6月 10日，济源市委党校、愚公移山
干部学院副教授白阁接受采访时说。

白 阁 说 ，作 为 愚 公 移 山 故 事 的 发 祥 地 ，
愚公移山精神在河南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并且得到发扬光大，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新
的 时 代 内 涵 ：敢 想 敢 干 、开 拓 进 取 、坚 韧 不
拔、团结奋斗。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愚公
移 山 精 神 已 经 成 为 河 南 独 特 的 文 化 符 号 和
精神品牌。

当前，河南正在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加快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
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
战略，着力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
南、美丽河南“四个河南”，积极推进社会主
义 民 主 政 治 制 度 建 设 和 加 强 提 高 党 的 执 政
能力制度建设两项建设。白阁表示，实现这
些目标，迫切需要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在 加 快 自 身 发 展 、服 务 全 国 大 局 中 攻 坚 克
难，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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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济南一名女乘客上车之后因投币问题与公
交司机发生争执，对司机进行辱骂，并称“司机摸了
她”。突然公交车司机晕倒在车厢内，旁边市民上前掐人
中，司机逐渐苏醒过来。司机称自己有高血压，药没有
带，民警立即拨打了 120求助。对此，大河网官方微信网
友“行云流水”呼吁：“天气热了，大家容易上火，别让情绪
也中暑！”

公交车是人员密集场所，在炎热的夏天，很容易让人
心烦意乱。网友“昨夜问天”说：“这么热的天气，人的火
气也难免大一些。但无论有什么样的矛盾，人身攻击和
言语侮辱都不应该发生。”不少网友也表示，无论有什么
样的争执冲突，都应该冷静处理。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还
是商场、饭店等公共场所，大家都应该学会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心平气和，避免矛盾升级，引发不必要的惨剧。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辱骂他人是个人素质有待提高的
表现。现代社会已步入“陌生人社会”的时代，我们需要培
养自己的公德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果因为周围
的人都不认识，就不顾及自我形象，大吵大闹，不讲文明，
有失体统不说，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提高公民的个人素
质和修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网友“988”说。

“如果司机师傅说话态度
能再和蔼一点，如果女乘客多
考虑一下司机师傅的处境，相
信这架就吵不起来。”网友“杨
小斌”的发言得到很多网友支
持。很多冲突都源于双方只考
虑自身利益，多换位思考一下，
理解别人的心理需求，才能更
好地化解矛盾，让整个社会少
些戾气，多些和气。

女乘客骂晕公交司机引发网友热议

天热了，莫让情绪也中暑
□本报记者 黄岱昕

记者连线

当代愚公

网事聚焦

新时代新挑战 愚公精神不能丢
□本报记者 张培君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户晓；愚

公移山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2015年 6月 11日，是毛泽东同志《愚公移山》发表 70周年纪念日。70年

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发表《愚公移山》著名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

志多次提到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强调“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

在大河网大河论坛（bbs.dahe.cn），围绕“愚公移山精神是否过时”的话题，

网友展开激烈讨论。更多网友认为：愚公移山精神，与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

神一起，已成为河南人民的三大精神支柱。新时代面临新挑战，我们更需弘扬

愚公移山精神，敢想敢干，顽强拼搏。唯如此，方可战胜困难,实现梦想。

“偌大的豪宅里，却遍寻不见一本书。”据办案人员透
露，深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家中书柜里摆放
的并非图书，而是名贵烟酒、玉器、字画等，放在床头的唯
一一本书刊还是“少儿不宜”读物。他家里还布置了一间
佛堂，供奉了十几尊佛像。（6月 8日，大河网）

近年来，领导干部不读书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去
年中央党校曾在学员中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对于领导
干部目前读书状况，71%的学员评价“一般”，17%评价

“好”，1%评价“很好”，11%评价“差”，1%学员评价“很
差”。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不到 20%，表明领导干部总体阅
读状况不容乐观。笔者不禁感叹，领导的读书时间都“去
哪儿了”？

其实，蒋尊玉只是一个不读书的典型而已。领导干
部为何普遍不读书？不外乎“工作太忙，抽不出太多时间
读书”，或“应酬太多，读书时间被挤占”……如果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时间读书还能取得一点

“同情分”；倘若把大量时间用在求神拜佛、把玩字画上，
那就该“打板子”了，这哪是没时间读书，根本就是不想读
书。

在某些官员看来，读书是当官的“敲门砖”，官帽戴上
了，位子坐稳了，还要“敲门砖”干什么？当了官还去读书
完全是在做无用功。一些领导干部并非抽不出时间读
书，而是心态浮躁，根本不想读书，不屑于读书，宁愿把大
量空闲时间，沉溺于研究所谓的玉器字画、参神拜佛，哪
里还会有读书这类修身养性的高雅兴趣？

鉴于此，笔者认为，如何用制度促使领导干部自觉读
书，少一些浮躁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应成有关部门的
当务之急。一是要加强考核，以此倒逼其自觉学习和读
书；二是要加强教育，把读书和学习纳入领导干部在岗继
续教育；三是要加强奖惩，鼓励和激励领导干部热爱读
书。否则，领导干部普遍不读书的恶性循环，会导致更多
情趣低俗的领导干部像蒋尊玉那样，最终堕落于违法违
纪的深渊。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领导的读书时间“去哪儿了”？
□阿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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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郑州吃烩面 晚上重庆吃火锅
□本报记者 王 佳

郑万高铁年底前开工，未来郑州到重庆 4小时车程。网友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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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渑池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渑池城区
南部，实地勘测 35千伏西关变电站项目站址，并做好城网
规划设计工作。渑池供电公司自 2014 年起完成了该县

“十三五”配电网规划，根据规划，建设完成城区 110千伏
城北变、35千伏西关变项目后，将大大缩短城区配网供电
半径，提高线路互联率。尤其是西关变电站将为城区引入
第四个电源点，从而彻底解决周围 7处重要用户和 2000余
户居民的用电。 （徐晓丽 郝梦恩）

为进一步夯实电网基础，提升电网运行管理水平，林
州市供电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专项行动。日前，该公司共产党员营销服务队，顶着三
十六七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深入该市石板岩镇家庭旅社、
配电台区、南湾村等场所，对其电气设备、配电台区及低压
线路开展了安全用电排查工作。通过现场检查，及时对开
关柜、老化线路等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消除，有效避免
了线路、设备故障停电的发生，确保了电网设备的安全迎
峰度夏。 （李朝良）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采取四项措施,为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开展保驾护航。一是加强领导，确
保换届选举依规合法；二是广泛宣传，发动大家积极参与；三是
调查摸底，优化工作环境；四是严格程序，确保“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公正有序。 （刘蓉 赵跞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近日，安阳内黄县供电公司
开展了 2015 年党员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党员队伍综合素
质。此次培训，主要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十八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新常态下国内形势分析、中国梦 3个
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张豫翔）

6月 4日，三门峡供电公司举办了“我要安全，安全大讲堂”
活动，助推安全月活动开展。该公司结合当前迎峰度夏工作和

“安全生产月”活动，着力抓好安全风险预警与控制，强化安全
事故警示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反违章活动，加大现场反违章力
度，杜绝“三违”行为；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动，进一步完善
应急预案。截至 6月 4日，该公司再次刷新安全生产最高纪录,
实现安全生产 6200天。 (张斌)

林州供电公司深山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四措并举做好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内黄县供电公司开展2015年党员教育培训

三门峡供电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渑池县供电公司谋划城网新局面

按照郑州市西三环北延线与连霍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交工

程施工计划，2015年 6月 10日至 9月 30日，连霍高速公路郑州

段（K584+580～K585+580）将进行下穿高速桥梁施工及 4条匝

道路面与高速拼接施工。为保证施工期间高速公路的安全通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施工期间对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间断采取限制交通措施。

公告如下。

2015 年 6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

（K584+580～K585+580）间断采取半幅封闭，半幅单幅双向通

行措施；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60公里/小
时；禁止超车、禁止停车；禁止超限、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

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出行前请选择最佳行驶路线，并通过

河南交通广播、高速公安微博、微信、路段沿线电子显示屏等

途经及时获取道路通行信息。特此公告。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2015年6月9日

关于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
施工期间限制交通措施的公告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