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本报记者 黄岱昕 实习生 魏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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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华峰 王书栋

网友热议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创新发展 让河南制造变河南创造

“‘多吃点，不要减肥，晚上不要出门，照顾自
己，常回家，给你做你爱吃的。’在扬州读书的王诗
佳意外收到一封奶奶的家书（如图）。这封家书的
起因，缘于前段时间她抱怨心情不好，没想到半文
盲的奶奶写来了安慰信。歪歪扭扭的 27 个铅笔
字，没有标点，让她流泪不止。”11 月 4 日，这封朴
实的家书经焦点网谈官方微信转发后，感动了无
数网友，唤起了人们对亲人的爱与思念。

27 字的超短家书，却饱含温暖和爱意，足以
让我们感动。网友“回眸一笑”说：简单的几行字，
浓浓的亲情，至真至深，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突
然也好想我的奶奶。在移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很多人可能好几天也不会提笔写几个字，这封超
短家书更是成了稀罕物。网友“玫瑰”说：半文盲
的奶奶可能花了很久时间才写了这么一封家书，
每一笔都饱含了对孙女的爱意，可谓字字千金啊！

那个昏黄灯光下戴着老花镜缝补衣服的奶
奶，那个慢悠悠蹲下来为你系鞋带的奶奶……这
样的奶奶，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吧。很多 80 后、90
后可能从小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带大的，虽
然老人不懂网络、不懂流行，但却是孩子的忠实守
护者，他们最想看到的就是孙子孙女健康快乐地
长大。网友“馨悦宝贝”说：爷爷已经去世五年多
了，“大孙女儿”这样窝心的称谓再也没人叫我
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要珍惜与爷爷奶奶相聚
的时光。

这封让人“泪奔”的家书，不应该止于感动，读
罢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是否在忙碌中忽视了最
亲的人。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看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了？有多久没有往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他们了？
网友“凄凄复唧唧”说：常回家看看不能只是说说，
而是每个子女必尽的义务。你陪我长大，我陪你
变老。亲情是一种摸不到、看不见的东西，但它却
能在我们心里扎根。

11 月 2 日，记者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河南
省 2014 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12 月开考，凡
具有普通高中学籍的 2014 级在校学生须全部参
加。对违纪考生，作弊行为将记入考生个人诚信
档案。（11 月 3 日，大河网）

诚信是一种无价的美好品德，对于每个人至
关重要。一个有良好信誉的人，就可以受人尊重
地通行于社会。在考试中诚信做人、诚信考试必
不可少。于 11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
中新增的涉及考试工作的条款不仅规定考试作弊
行为本身要受到刑罚处罚，还将组织作弊、帮助作
弊的行为入刑。“诚信考试”的出现就是让我们树
诚信之风，做诚信之人。

“诚信考试”是对知识的尊重。我们都知道，
考试作为一种评价手段，历来是检验教学质量和
学习效果以及选拔、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通过
对考试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并提升“教”与

“学”的质量。因此，考试也就特别需要“公平”与
“公正”。而只有过程的公平才能保证结果的公
正，才能保证评价的真实可靠，也才能为我们的下
一步行动提供最为切实的指导。这就需要我们的
诚信做保证。

重视诚信考试，是责任感的体现，诚信应考，
则是道德品格的体现。诚信考试，需要考生的自我
约束和自觉追求，在考试过程中端正学习与考试的
态度，严格遵守考试规章制度，实事求是，杜绝一切
考试作弊形式。诚信是公平考试的前提和必要条
件，如果失去了诚信，考试将成为不公平竞争，也就
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考试
不单单是对我们学习质量的检测，也是在检验学生
的道德水准，更是对我们人格的一种考验。

“分数诚可贵，人格价更高”。诚信，赋予了考
试更多的意义，我们要以诚信的态度对待每一场
考试，考出真实水平，弘扬诚信正义。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良好的考风，应当从现在做起，我们应把
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内心信念和实际
行动，以纯洁的心灵吸纳无尽的知识，让舞弊远离
考场，让诚信常驻心中。（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诚信考试是对知识的尊重
□季晓阳

10月 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
会闭幕。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协
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
展”的新发展理念，这 五大发展理念
将引领“十三五”发展方式从五个方
面实现重大转型。五大理念相互联
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支
撑。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
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
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围绕“创新发
展”这一主题，网友纷纷建言献策。

思路决定出路，创新才能加速发展

@Sally2022：在我国以资源要素和资本投
资作为发展的驱动力遭遇困境之后，选择以创新
作为驱动力是理所当然。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唯有
创新，才有发展前景；唯有创新，才能加速发展。

@阳光中国HONG：在中国“创新的春天”
已来到，科技与创新必将积聚起中国经济新的澎
湃动力。着眼未来，我们要实现更全面的发展，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促进创新发
展，挖掘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

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人

大河网网友“云中山”：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
情，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改进生产工艺带来

生产效率的提高，优化排列组合方式带来能量的
迸发，实施流程再造带来管理水平的升级……这
些都是创新的价值。

大河网网友“老辛”：北大毕业生杀猪杀出百
亿身价，从“丢了母校脸”到“为母校争光”，他们
给社会上了生动一课。多支持像马云这样的创
业者、像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我们的国家就会
进入良性创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人。

让“河南制造”变“河南创造”

大河网网友“大菠萝蜜”：河南造的电动大客
车已登陆比利时的车展，未来很可能在欧洲占据一
席之地，能到欧洲抢市场靠的就是技术创新。“河南
制造”要想长盛不衰，就要向“河南创造”转变。

@静聆风月：提到河南，即使很多河南人恐
怕也只能说出少林寺、云台山等文化旅游符号。
其实，河南的工厂企业已经在悄然间创造了多项
全国第一。我们要打响“河南造”的品牌，让创新
成为河南产业发展的基石。

企业期盼创新发展落到实处

11 月 4 日，郑州一创业孵化器经营者告诉记
者，在创新发展方面，河南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学
习，比如创业孵化器，如果在北京，按办公位出租
就可以办一家公司，而在河南的一些地方，还要
求交房地产租赁税，这就是创新发展中的障碍。
对此，河南跨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知
名创客杜红超说，创客群体期待国家创新发展理
念快落实、落实好。他认为，落实创新发展，有关
部门首先应该进行体制创新，国家已经放开的一
些条条框框，到了地方后因为种种原因又给扎上
了口子，增加了创客创业的难度，有关部门和官
员要真正地转变政绩观，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
奖金服务，不是为晋升服务。把创新发展理念落
到实处，是创客群体普遍的期待。

对于创新发展，汝州市朱法喜汝瓷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晓辉感触颇深。朱晓辉说：“传统
手工艺品的销售以前主要靠关系，靠老客户的口
口相传，市场较小。现在，借助‘互联网+’，我们把
传统手工艺品，比如瓷器拿到网上进行销售，销
售市场一下子扩大到了全国甚至全世界。”朱晓
辉说，“互联网+”为传统手工艺品找到了销售的
桥梁，市场可以做到无限大，而创新发展理念的
提出，更是让大家信心百倍，企业只要顺势而上，
就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
就业。据了解，汝州市的很多企业都组建了自己
的“互联网+”团队，对创新发展充满了信心。

在创新中寻找河南发展的先发优势

11 月 4 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
接受采访认为，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发展放在
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明确要求把创新放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在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理念
上是个重大突破，本身就是发展理念的最大创新。
河南也应把创新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这对河南来说，既是一次重大的历
史机遇，也是对河南发展的一种高标准要求。

刘道兴说，河南过去作为内陆地区，主要是模
仿、引进，靠找项目和招商引资，跟在发达地区或发
达国家后面进行发展，是一种后发优势。国家提出
创新发展的理念，这就要求河南通过创新和超前谋
划，创造河南的先发优势，让河南在全国的发展中
找到新的位置。比如，郑欧班列、空中丝绸之路和
郑州航空港等，都属于河南发展的先发优势。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刘道兴认为，
河南应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科
技创新，大力倡导、尊重现代企业精神和企业家
精神，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营造出一个良好的
创新氛围，通过企业和企业家，整合市场资源，创
造出新的市场需求、新的社会服务，调整产业结
构，从而实现河南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才是创新的实质和核心。

近日，一则微信谣言被大量转发，称林州市
有学生聚集数百人打架斗殴，导致一名学生当场
死亡，孩子的父母在现场因过于激动而休克。警
方调查得知谣言编造者是一未成年高中生，出于
寻求刺激和存在感的心理，编写了这条虚假消
息。该生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违法行为被
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网友“笑醉天”认为，还
没长大的孩子就会利用网络编造谣言了，值得我
们反思。对于个人的微博、微信，即使没人关注，
也不能散播谣言。

前些天，我国一知名艺术家遭遇“被死亡”，消
息在网上迅速传播，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伤害。网
友认为，谣言层出不穷，正在困扰人们的正常生活。

记者调查
八成人转发信息不验真伪

记者在随机调查中发现，八成以上市民随手
转发微博微信后不会主动验证真伪，更不会对谣
言进行举报。网友“雨宝儿”说，她曾经天天转发
养生健康信息，从来没有去验证或辨别过真假。
后来发现很多都是谣言，现在转发的时候会想一
想，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真假，但因知识面有限，
有时也会被人提醒转发了谣言。在调查中记者
还发现，中老年人喜欢转发养生信息，年轻人常
转发社会突发新闻和求助信息。50 多岁的赵女
士常在朋友圈转发养生信息，她说主要是想让家

人看到，希望他们多注意身体，但是转得多了发
现很多文章内容都互相冲突，自己无意中竟然成
了谣言的传播者。26 岁的楚先生说，“前一段看
到一条关于儿童退烧药致死的消息，我将这条信
息转发到朋友圈，很快就有朋友留言说这是条虚
假信息，我就赶紧删除了。面对这些网络谣言，
普通百姓常常是感性战胜了理性，很少会去核实
信息的真假。”

网聚观点
不能靠散播谣言刷存在感

大河网网友“球球2015”：刷存在感的方式
很多，为什么非得选择造谣生事呢？未成年人利
用网络造谣的事件在多地都有发生，看来强化青
少年在网络世界中的法律意识已经刻不容缓。

大河网网友“不梦醒时分”：网络谣言对孩子
的影响远大于成人，因为他们对于信息真伪的辨
别能力低，容易轻信虚假信息。恶劣的谣言甚至
能够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

自媒体时代谣言高发
@热心大叔2011：现在社交网络太发达，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网络在赋予人们话
语权的同时，也放松了对信息真实性的把关，于
是，自媒体就成了谣言的高发区。

大河网网友“快乐柠檬”：网络谣言大多都是

为了赚取更多眼球，吸引人们点击和关注。很多
人在不辨真假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转发，不仅不能
传递正能量，还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

谣言正困扰我们的生活

大河网网友“琮琮那年”：以爱心、求助、突发
等为由求转发的虚假信息屡见不鲜。这些肆无
忌惮的网络谣言让人感到非常无奈，谣言的野蛮
生长已经困扰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

@小咪游走：今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
修正案（九）新增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今
后在网上发布虚假不实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将
构成犯罪。是时候跟网络谣言说再见了！

专家观点
加快青少年网络法律意识建设

势在必行

11 月 4 日，记者采访了河南师范大学副教
授孟利艳。她说，网络时代青少年法律意识缺
失严重，与青少年有关的网络道德失范、网络色
情、网络暴力甚至网络犯罪等现象也呈逐日递
增趋势。因此，加快青少年网络法律意识建设
势在必行。

孟利艳认为，除了加强与完善网络立法，更
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网络法律意识教育：一是
更新网络法律意识教育内容。青少年网络法律
意识教育要容括网络权利义务、守法用法意识、
国家民族意识、网络道德等时代性主题。二是
探寻新的网络法律意识教育方法。展开网络法
律意识的情感教育、认同教育等多元化的教育
方法，加强网络法律知识的传播，努力培养青少
年自主、主动地接受网络法律知识。三是在网
络法律意识教育途径上形成新的合力。青少年
网络意识教育要通过家庭引导、学校教育、社区
宣传、社会管理和实践、网络监督的共同努力，
在网络社区等重要领域开辟教育阵地，同时，让
青少年多参加社会实践，从而使其在日常的网
络生活中自觉地守法、用法。

林州一高中生微信上编造谣言被行政处罚，网友说——

别为刷那点存在感 成了散播谣言的帮凶
□本报记者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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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百岁生日 乐融融
10 月 31 日，平顶山市叶县洪庄

杨乡河北高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
欢声笑语。在院里居住的抗战老兵
高振芳老人迎来了百岁生日。目
前，高振芳老人精神很好，跟随儿子
生活，子孙孝顺，家庭和睦。当天，
家人、多位爱心人士和村民一起为
他庆祝了百岁生日。

高振芳 19 岁那年参军，曾参加
过淞沪会战，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家
务农，今年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来源：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供图：大河网网友“我是中华龙”

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互联网+”正在河南各地落地生根。 范 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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