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3 日下午，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本届评选
中，河南省的李江福、许光、赵小参 3人
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张全
收、王英杰等9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截至目前，河南共有 16人当选

“全国道德模范”，入选人数居全国前列。
10 月 21 日上午，全国第五届道德

模范李江福和全国第五届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王英杰做客大河网直播间，与
网友互动交流。

最近，洛阳偃师市某幼儿园的一
组照片（如图）在网上热传，照片引起
了诸多孩子家长的不满。照片中，多
名没穿衣服的男孩摆出各种造型。网
传照片是在今年 6 月份拍摄，涉事老师
说当时是讲解性教育和做人的道理，
没有恶意，觉得孩子们很可爱，所以才
把照片传到了朋友圈。

据悉，涉事教师及园方已经向家
长道歉，涉事教师已经主动辞职。一
些网友认为，涉事教师是出于对幼儿
的喜爱，并无恶意，但是给幼儿拍裸照
并发到朋友圈很不应该。

记者调查

七成家长反对幼儿园做法
针对幼儿园老师的做法，记者随

机采访了 10 位家长，其中，7 位家长持
明确反对态度，认为老师的做法欠妥，
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作为家长无法
接受。市民安女士说，她不愿意自己
的孩子被别人拍裸照，更反对大家在
网上的随意传播，这是不负责任的行
为。孩子不懂事，成年人应该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多位家长表达了相似的
观点。

另外 3 位家长持无所谓的态度，他
们认为，只要孩子们是快乐的，这件事
就 没 什 么 值 得 讨 论 的 ，不 必 大 惊 小
怪。市民王涛先生说，成年人不是孩

子，又怎么知道孩子当时不开心？成
年人不应该强行把自己的感受和道德
观嫁接到孩子身上，这件事不一定伤
害到了孩子，但是触碰了家长的底线，
违背了成年人的道德观才是真的。

网聚观点

老师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
大河网网友“龙在江湖”：作为一名

父亲，我觉得幼儿园老师给孩子讲一些
性知识没有错，儿子有时候会问一些关
于性的知识，家长羞于讲解，由老师讲
出来，可能更方便一点。但是，老师的

这种方式让人难以接受，孩子们已经有
羞耻感，不该让孩子们赤身裸体。

@石中玉：讲做人的道理是可以的，
但是让孩子们光着身体躺在地板上就有
些过了吧，受凉感冒了怎么办？个人觉
得应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不该拍幼儿裸照传网上
大河网网友“深深”：明年就要送

儿子去幼儿园，作为妈妈，我觉得这件
事太过分了。应该教孩子保护自己的
隐私，老师不应该拍裸照，更不应该把
照片发朋友圈，这既伤害了孩子，也伤
害了家长。

@周文倩：孩子们并没有不愿意
啊，还笑得那么开心，应该都不是强迫
拍的，所以大家也不要什么事都用负
面的想法去看待啦。老师应该没有恶
意，以后注意方式就好，更别往网上
发，毕竟现在的人们都注重隐私。

老师无恶意不必上纲上线
@夏初：谁家的小子没有裸着出

现在别人面前？老师让孩子们摆的
这些造型有亵渎的意味吗？一边喊
着 解 放 孩 子 的 天 真 ，一 边 肆 意 扭 曲
老 师 的 本 意 ，心 里 肮 脏 的 人 只 会 看
到肮脏。

大河网网友“芦苇丛中”：我们小
时候的相片不照样穿着开裆裤吗？我
相信这个老师真的没有恶意，只是表
达爱的方式不对罢了。如今人家也

“被”主动辞职了，站在道德的高度进
行批判的人们，大家满意了吧？

@商普哥焦然：感觉没什么太大
的邪恶，小男孩集体拍个裸照，挺好
玩，又不是男女混搭，无伤大雅。大家
就不要再起哄，不要小题大做上纲上
线了。比起“海天盛宴”那些事，这些
图片纯洁得多。

专家观点

别在无意识中伤害孩子
10 月 21 日，河南省心理专家袁林

方接受采访说，在幼儿园这个阶段，没
有必要做专题的性教育讲解，幼儿园
这种方式既不可取，也十分不当，是对
孩子心理的一种伤害。

袁林方说：“作为教育机构，不应
该让孩子在异性老师面前展示自己的
身体，更不应该给孩子们拍裸照并发
到网上，应该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身体，
老师的做法涉嫌侵犯孩子的隐私和肖
像权。”

“孩子也有羞涩感，照片中很多幼
儿捂着自己的隐私部位，说明他们在
有意地保护自己，而幼儿没有保护自
己的能力，很多时候只能配合老师或
者家长的一些行为，这对孩子是一种
无意识的心理伤害。”袁林方说，老师
如果不懂如何讲性知识，就不要乱讲，
更不能胡来，以免伤害孩子的心理健
康，误导孩子。

袁 林 方 认 为 ，教 育 机 构 应 该 引
以 为 戒 ，注 意 保 护 未 成 年 人 的 隐 私
和肖像权。对于网友在网上大量转
发 图 片 ，他 认 为 这 只 是 网 友 在 刷存
在感，希望引起关注，这种行为并不
可取。

“这件事只是个案，网友没必要
无限放大。要通过个案起到警示作
用，让更多的人规范自己的行为。”袁
林方说，应该相信整体的幼儿教育是
好的，偶尔出现一个奇葩现象也属于
正常。

时间：10月 21日上午 9时
地点：大河网直播间
嘉宾：河南省全国第五届道德模范 李江福、河

南省全国第五届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王英杰
主持人：李顺子

“红旗渠精神”是我用不尽的精
神财富

主持人：30 年来，你带领员工先后建造了
1000 多栋楼房，从未发生过质量问题，你是依靠
什么做到的？

嘉宾李江福：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
知道要保证工程质量，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
够的，只有人人都有质量意识和诚信意识，大家
伙儿共同努力才能盖起一座座“诚信大厦”。因
此，我时常对员工们讲，信誉是靠我们自己创出
来的，工程的质量不是依靠别人监督，而是靠自
己把关把出来的。就是这样，诚信使我赢得了市

场，也给我带来了业务、带来了效益。
主持人：你是林州人，“红旗渠精神”对你 30

年来坚守诚信有什么影响？
嘉宾李江福：我是农家子弟出身,父亲修过红

旗渠,岳母也修过红旗渠,可以说“红旗渠精神”是
我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回过头来看我这 30 年做
过的事儿,所坚守的东西,都是对的，也是我应该
去做的。我记事的时候天天有人找父亲建房子，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不写合同，没有契约，完全
是一种信用经济、诚信经济、道德经济。为什么
十里八村有这么多人来找父亲建房子？是因为
他人缘好、技术好、建房质量好、信誉更好。那个
时候我就朦朦胧胧觉得要做好人，就必须认真建
房子，踏实干活。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学到了
诚信和坚强；母亲的口传身授，使我懂得了守信

和善良，他们让我从小就明白了无论做人还是做
事都要讲诚信、讲良心的道理。

道德教育，我要不屈不挠地干
下去

主持人：在你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是什么原
因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去开办敦复书院和道德
讲堂？

嘉宾王英杰：在我做生意的时候遇到过这样
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我和一个地方订了
购货合同，对方要精品玉米做饼干原料，可是货
到以后自燃冒烟。追查原因是供货人为了增加
重量，暗中掺水所致。就为这么一点蝇头小利，
昧着良心赚钱，使我遭受到巨大经济损失。2008

年我接触了传统文化，我发现这比我修路、资助
贫困生还要好，因为宣扬传统文化可以净化人的
心灵。回到开封后我们夫妇就立即创办了道德
讲堂，当时想着能影响身边的人就可以了，可是
没想到走到今天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来敦复书院
学习的人数已经超过 30 余万人次了。

主持人：敦复书院是公益性质的，你对未来
有什么打算？

嘉宾王英杰：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助人为乐
让我感到快乐。我现在比做生意时还忙，我的目
标就是为了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开办敦复书院
我先后投入了 1300 多万元，现在已经进入第 8 个
年头，我从没想过放弃。道德教育，我要不屈不
挠地干下去。我有这个平台又有这么多人的支
持，希望道德讲堂能够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影
响，把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使越来
越多的人在这里受到道德的洗礼，这是我的一个
梦想。

好样的，咱河南人！
大河网网友“萌小奇”：他们的身上闪烁着道

德的光芒，凝聚了向上向善的力量。同时，道德
模范也是河南的一张名片，体现了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道德氛
围。这些道德模范没人是想着为谁争光、为世留
名，有的只是他们的善良本性，这也是他们的生
活常态。好样的，咱河南人！

大河网网友“g大调的惊喜”：从商丘好人到
新乡劳模群体，再到郑州爱心草根群体现象，河
南从来不缺榜样，而这些全国道德模范更是河南
最美丽的面孔。

大河网网友“十年一刻”：河南有 16人当选了
全国道德模范，总人数领跑全国。道德的力量成
为推动文明社会建设的一股强大正能量，希望在
这些道德模范的引领下，我们的城市能够更暖、
更善、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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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发布新规：古城白天禁播音乐，酒吧一条
街音乐 23：30 关停，其他酒店 23 点关停，餐吧、书
吧等 18：00-23：00 可放轻音乐，但不准任何形式
的演艺或弹唱节目。（10月 20日 大河网）

噪音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
是对城市形象，还是市民体验，大家都有非常清晰
的认知，尤其在丽江，这种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城
市，游客体验直接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因此，此次丽
江发布新规，意在降低城市噪音，提升城市形象，提
升游客体验，不失为一个好的出发点。但新规发布
后，广大网友纷纷表示感到失落：是不是太过了，不
放歌，还叫丽江吗？古城降噪，怎可以一禁了之？

城市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规律，古镇的水
街，夜晚的酒吧，都是游客来到丽江的理由。有人
说：音乐和酒吧，是丽江的灵魂。城市的发展，总
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头痛砍头，脚痛
砍脚”，会让人觉得荒唐可笑。无论是哪个城市，
为了降低噪音就直接禁止白天播放音乐，都是不
可理喻的决定。在丽江，酒吧文化、手鼓文化、书
吧文化，是丽江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特色，如果
一律禁止放歌了事，岂不是因噎废食？噪音污染，
仅仅是由于放歌引起的吗？简单粗暴的禁止古城
白天放歌，势必会造成当地经营者生意上的损失，
这笔账，又应该怎么算？

今年 10 月，国家旅游局 5A 级景区暗访组提
出，“古城酒吧在经营时间，音乐分贝过高，存在噪
音污染”，这是事件的起因。接下来，丽江白天放
歌被直接禁止了。这是相关城市管理人员用手中
的权力，将自身的责任远远推开的一种极其不负
责任的行为。

要解决丽江古城的噪音问题，就要找到问题
的根源，既要考虑到市民的生活品质，也要考虑到
城市发展特色。适当的音乐能吸引游客，提升游
客体验，那为何不能做出规范音乐播放和演艺节
目等的时间和音量呢？希望相关部门在做出任何
工作决策的时候，能综合考虑各方诉求，考虑实际
情况，而不是因为害怕麻烦，不肯动脑筋，就将难
题一股脑地抛给群众。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10 月 14 日，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建工系一学
生在宿舍养了一只猫，随后猫被人从宿舍楼两次
摔下致死。据报道，该校老师称猫是被学生干部
例行检查时扔下楼的。”10 月 21 日，焦点网谈官方
微信发布此消息后，立即引发网友热议。

网友“爱洗澡的小老虎”认为，学校是教书育
人的地方，老师更应该为人师表，如果不让养小动
物，怎么不放生、不找别人收养？不少网友纷纷表
示支持，无论是学生会干部还是老师，都没有权利
剥夺小动物的生命。网友“毒舌猫小七”说：“学生
违反校规固然不对，但是除了摔死猫这种残忍做
法以外，就真的找不到别的办法了吗？猫有什么
错，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在哪里呢？”

在呼吁大家尊重生命、让教育多点温情的同
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养猫同学也该反省。网友

“李添饭”说：“在宿舍养宠物确实不合适，毕竟不
是私人空间，有的人可能不喜欢猫，这也是对猫的
不负责。猫在宿舍也容易发生走失或其他危险，
学生也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养猫是要花费不少时
间和财力的。如果真的爱猫就不要养在宿舍。”有
网友指出，明知道不能养，还要带到学校去，那个
养猫的学生才是害死这只猫的元凶。

很多网友指出，无论什么样的学校，爱与生命
都不该在教育中缺席。网友“烟筒胡同”说：“学校
里出现这样残忍血腥的杀戮，会使一些学生漠视
生命，也会使一些学生产生惧怕心理。很多行为
对学生潜移默化影响是长久的，对他们的成长极
为不利。”有网友说，学校教会孩子遵守规定固然
重要，但教会孩子关爱生命更重要，一个人心中缺
失了爱，就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准则。

爱与生命不能在教育中缺席
□本报记者 黄岱昕

古城降噪，怎可一禁了之
□李 熙

全国第五届道德模范李江福和提名奖获得者王英杰做客大河网直播间，网友热议

让道德模范成为河南的名片
□本报记者 张 磊

嘉宾李江福（中）和王英杰（左）在大河网直播间做访谈。 范 昭 摄

焦点报道
幼儿园老师给孩子拍裸照发朋友圈引热议，网友说——

侵犯孩子隐私触碰了家长的底线
□本报记者 孙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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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卫滨区司法局强化社区矫正管理

今年来，新乡卫滨区司法局多措并举加强社区矫正工
作，效果显著。一是明确社区矫正工作由各镇办主管领导负
责、综治人员参与，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共同做好辖区内社
区矫正对象的管理。二是由村（社区）主任和综治专干对矫
正对象进行跟踪教育、家访，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和生活情
况。三是加强各成员单位的协调与沟通，对个别不服从管理
的矫正对象，请原判法官和办案民警对他们进行教育。四是
邀请律师和心理咨询师对他们进行法律知识讲座和心理疏
导。五是招录了一批具有法律、教育学、心理学专业的社区
矫正社会工作者，充实工作队伍。六是积极发挥矫正对象家
属的作用，用亲情感化他们，做好他们的说服教育和监管工
作。 （郭小林）

范县供电公司新增一座110千伏变电站

日前，濮阳范县 110 千伏义和变电站于 9 月 30 日成功投
运，这标志着范县境内 110 千伏变电站已达四座。据悉，近年
来，范县供电公司不断加强电网建设，截至 2018 年，将新建
110 千伏龙王庄变、仝庄变、冀庄变、王楼变，扩建 110 千伏板
桥变，增容 110 千伏南楼变，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电
力保障。 （李培振）

新乡红旗公证处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公证服务

为发挥公证职能作用，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新乡市红旗公证处紧紧围绕

“为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这一
中心，强化公证管理，狠抓公证质量，提
升公证服务，以素质展现风采，以服务
彰显职能，努力开创公证事业新局面。
不断推进公证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努力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通过开
展学习教育,结合当前正在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体公证人员政

治上更加坚定，执业思想更加端正，诚
信为民意识更加强化，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更加显现，进一步提高执法办
案、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针对自查
自纠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公
证内部管理制度，从公证申请、受理、审
查、出证、送达、收费等办证全过程以及
内部核查等方面都做到有章可循，岗位
职责更加明确，管理方法更科学，进一
步激发了公证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自觉

性，增强职业荣誉感、认同感和事业心
责任感；通过规范办证程序，完善质量
监督制度，切实做到及时受理、及时办
理、及时出证，真正把优质高效、便民利
民的要求落到实处，并有效地防止了假
证、错证、违规办证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发生，公证质量大幅度提高，公证工
作公信力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大幅度
攀升。

（申昆立）

长葛公安局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会

近日，许昌长葛市公安局召开局
党委中心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
次学习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三项议
程：集中观看燕振昌同志先进事迹专
题片《当支书的 44 年》；局党委委员围
绕“严以律己”的主题，逐人依次发言；
局长苗仲凯作重要讲话，并提出下一
步工作要求：一、充分认清“严以律己”
的深刻内涵，确保把握核心，明确要
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强化廉

洁自律、洁身自好的决心和信心，在行
动上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循组织程序、
服从组织决定，管好亲属和身边人员，
为民警当好表率，带动队伍作风的持
续转变。二、认真做好“三严三实”教
育第二专题学习研讨工作，确保重点
突出，成效明显。局属各支部（总支）
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好第
二次专题学习研讨；领导干部要抓好
问题整改环节，对照要求自查，建好问

题清单，切实做好“不严不实”问题专
项整治；建制立规，严格执纪，形成一
批有针对性的工作规范。三、深入推
进“三查三保”活动，确保督导到位，工
作扎实。各单位要明确责任分工，坚
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要严格查
保措施，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隐
患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
化督导检查和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卫辉检察院规范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为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和省院关于讯问职务犯罪嫌
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部署要求，不断提高
现代高科技手段在侦查工作中的应用水平，卫辉市人民
检察院出台了规范“双录”工作的四个规范，取得了明显
成效。

一是规范申请受理。建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申请受
理制度，制定技术协助委托书等书面登记材料，并严格按
照受理制度执行。二是规范录制操作。对全程同步录音
录像的录制操作实行严格的技术流程控制。三是规范资
料封签。录制结束后，立即刻录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光盘，
光盘一式两份，录制正本当场装入人民检察院讯问全程
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密封袋，当场密封，副本交于讯问人员
保存。四是规范建卷归档。录制结束后，严格按照《技术
操作规范》，及时将技术协作卷宗连同录制资料正本移送
该院档案部门。

四个规范的实施不仅规范了职务犯罪案件全程同步
录音录像的操作，同时也使该院在办案思路上实现了“口
供为先”向“证据为先”转变；在办案程序上实现了“重实
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转变；在业务能力上更加
注重审讯技巧的提升和文明规范办案用语的使用；办案
侦查手段上改变了以往办法单一、强攻硬取的办案方式，
更注重于讲人权、讲文明、保安全。 （董水华 周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