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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之二

在协调中拓展河南发展空间
场、建筑围挡，创作主题鲜明、创意新颖的宣传图
画和墙体画，传递“街头正能量”；此外，
“ 一个频
话题
道”和“一个喇叭”，指的是利用当地电台、电视台
背景
的力量，播放优秀戏曲、曲艺节目和公益广告，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住在这儿和县城里没什么区别，还能高高
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
兴兴做生意。”唐河县上屯镇开农机门市部的王
展。11 月 5 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省委书记郭庚茂指出，要
海涛舒心地说。随着上屯镇经济的发展扩张，像
研究思考主要目标问题，在准确分析判断我省“十三五”发展面临形势的基
王海涛这样的由“农民”转“市民”的人也越来越
多。村里大多数的人都在镇上工作，除了在厂里
础上，科学确定关键目标，特别是主要经济指标要达到什么样的增速、城镇
做工，大量的超市、小区、酒店、银行网点给青年
化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如何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等。坚持协调发
农民提供了就业创业机会。
展，
如何让
“协调”成为未来河南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据了解，近几年唐河县在城乡一体化过程
中，提出绿色跨越发展思路。在城镇建设上，把
“星级小城镇”创建与新农村社区建设紧密结合，
质需求，而是要解决深层次痼疾、满足群众深层 完善提升小城镇发展规划；加大道路升级改造、
网聚观点
次需求——更有尊严的生活、更加丰富的权利、 绿化、排水管网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力度；目前
全县 22 个乡镇都实施了道路改造、社区建设、便
更为出彩的人生。
乡下人和城里人不要有差距
大河网网友“小兔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民服务大厅和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城镇承载力和
@小斐宝贝: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快 归根结底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 吸引力明显提升。在美丽乡村建设上，重点打造
速发展，现在的老百姓真的不愁吃喝了，但城乡 感、幸福感。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 了 109 个达标村、53 个示范村。“新常态下，加
差距却不小，你到农村走一遭会发现：独居、空 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 速形成‘中心城区引领、新型城镇带动、美丽乡村
巢、高龄老人养老难的问题很突出，他们不能像 适的居住条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才能真正 支撑’的新型城镇化体系，是以城带乡、城乡共
”县委书记刘明杰说。
城里老人那样有固定工资、可以“张牙舞爪”、潇 破解 13 亿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 荣、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
洒地活着。
所教、
劳有所得的“世界性难题”
。
@小阙：我的家乡并不是特别穷，但是农村
专家观点
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现象真的越加严重。附
记者连线
近几个村青壮年都走得差不多了，真怕遇到坏
努力拓展河南发展空间
人，他们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并且农村教育问
实事惠民 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促进河南协调发展，不仅是‘十三五’期间，
题也很严重，学校教师资源缺乏，认真念书的小
河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也是加快全省现
孩越来越少。
一个讲堂、一个文化广场、一面文化墙、一个
大河网网友
“卡斯”
：
在农村，
“看病难”
的问题 频道、一个喇叭……为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代化建设，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均
也很突出，
国家虽然出台了多项政策，
但是因为医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日前，临 衡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关系到全省人民能否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
疗资源分配不均等原因，
跟城市相比，
还是不能解 颍县正在紧张筹备五个“全民守礼”服务平台。
决很多根本问题，
期待未来这些难题能够缓解。
据相关人士介绍，
“ 一个讲堂”是指“道德讲 标。”11 月 9 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评
堂”，以生活中的道德模范、平凡英雄现身说法， 论杂志社社长任晓莉接受采访时说。
有钱我们还要有幸福感
任晓莉表示，河南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
教育感染群众；
“一个文化广场”，指开办“文化夜
从全局的意义上作战略考量，
谋划全
@九九八十一：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发展了， 市”、
“孝道舞场”、
“露天影院”，把优秀传统文化 全会的要求，
“ 一面文 省的协调发展问题，要千方百计突破经济社会发
人民生活自然就改善了。这种观点并不全面，真 节目与群众的健身娱乐活动有机结合；
正的民生，不仅是“吃饱穿暖”、
“ 吃好穿好”的物 化墙”，指的是利用主要街道墙壁，城区公园、广 展中的瓶颈制约，着力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发展不同步问题；
着力解决区域差距、
城乡差距问
题；着力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使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省
人民，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开创全省均
衡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促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在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
要努力拓展
河南发展空间，大力增强河南发展后劲。”任晓莉
认为，
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要充分发挥各
区域的自身潜力，鼓励开展全方位的省内省外合
作，大胆借鉴国内外推进协调经济发展的成功经
验，
激发各地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逐步形成全省
各区域良性互动，
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
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张培君 生俊东）

眼遇·河南

为了配合地铁 5 号线施工，
“ 服役”仅 5 年多的郑州市
黄河路文化路天桥于 11 月 6 日开始拆除。施工人员将桥
面上的玻璃和护栏卸下，同时，西南角的一个步梯已经拆
除，并进行围挡（如图）。日前，这一消息发布后，网友们纷
纷唏嘘这座“短命”的天桥。
网友“Crzyoo-清秋”：早上从那里走，主体桥梁已经拆
完拉走了，只剩下步梯孤零零地留在那里。
网友“花花”：城市建设要有前瞻性，要按照理性、科学
的方式进行城市规划，减少随意性、盲目性，防止“短命建
筑”出现。
网友“默默的森林”：破旧立新是城市发展的“阵痛
期”，旧的要面临改造甚至废止，为新的诞生腾出空间，于
是就出现了大系统与小节点上的矛盾频发。
网友
“药草香”
：
爱郑州，
所以希望她可以摆脱
“满目疮痍”
的修路挖沟城市形象，
成为大家心目中真正的畅通
“绿城”
。
（文/申 华 图/大河网网友
“水中石头”
）
来源：
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本报记者 黄岱昕

体育
“升值” 为学生素质
“加码”

网聚观点
体育“升值”让孩子多在操场撒欢
大河网网友“粗人不笑”：中学生负担太重
了，体育课经常被挤占，还跑什么步啊。体育课
“升值”，至少体育老师不会再天天“请假”，能让
孩子多在操场撒会儿欢。
@悦落流霜菲：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不应是句
空话，健体强身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学生时代。积
极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就能影响你身边的
人。久而久之，
定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刻不容缓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青春本该是充满朝气
的，然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亚健康甚至英年早逝
都在提醒我们，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已经刻不
容缓。
@午夜听雨：中学应增加体育课，减少文化
课，否则仅仅增加体育分数就是在拔苗助长。改
进课程安排才是根本。

推着婴儿车也应快乐出行
□本报记者 张 磊

资料图片
“绿色出行，很多人出门首选公交车。但是，
近日四川遂宁的陈女士携带婴儿车乘坐公交车
时，就遇到了麻烦。大型婴儿车容易堵住公交车
通道，遇急刹车还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当日的公交
车司机考虑到安全问题，便不同意其上车。为此
双方发生了争吵，后来驾驶员勉强同意开车，把她
和孩子送到目的地。带大件行李的乘客，如何也
能享受便捷的公共交通？”该消息经焦点网谈官方
微信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网友认为，携带大物件就拒载的规定有
些冷漠。网友“琮琮那年”说：
“很多妈妈带孩子出
门的时候都需要婴儿车，
不能因为婴儿车大就要求
人家必须开私家车或打车吧，既然是公共交通，每
个人都有使用的权利。”网友“球球 2015”认为，虽
然公交车有关于大件行李的相关规定，
但是也需要
人性化服务，
不然就显得太冷漠了。现在的交通状
况，
并不是说想打车就一定能打到车。互相体谅一
下，
为了小朋友，
挤一挤还是有空间的。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高峰期公交车上人满
为患，乘公交原本就是一件让人“心塞”的事情，如
果再有婴儿车上来确实令人厌烦。网友“天天”
说：
“我每天上下班都需乘坐公交，最头痛的就是
遇到车上拥挤没位置时，仍然有乘客带着大包小
包上车，
使本就无处下脚的车内更加拥挤。
”
还有网友认为，既然是公共交通，就应该充分
考虑各种出行需求，其中就包含携带大件行李的
乘客。网友“悠悠草”说：
“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
都对携带的行李尺寸有限制，这让带着大件行李
的乘客颇感不便。在非高峰时段，公交公司可以
考虑给这些乘客专门开通一种‘行李车’，或者是
在普通公交车上辟出专门通道，让他们也能享受
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

大河网评

“短命”天桥

最近，河南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6
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其中明确提出，2016 年全省中招体育考试
成绩由满分 50 分提高至满分 70 分计入中招升学
总分。有网友呼吁：
“学校军训，不到一天倒下一
片。不能再让孩子们整天憋在教室里，一上操场
就‘晕菜’了。”如何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成为网
友热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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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考试中比重增加，学校、学生和家长都会更
重视。
“现在学生体质太差了，老百姓也没有意识
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
张老师认为，现在社会比较功利，家长对孩
子的要求就是上好高中、考好大学。作为行政管
理者，增加分值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有效手
段。让学生动起来，只要练了身体就会好。
“孩子
的身体最重要，体育锻炼不单纯是为了应对中招
考试。八中很早以前对学生的要求就是，只要今
天进校门，就要跑够 1500 米！
”
学生家长杨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看到孩子
出去打球、踢球，原先心里很矛盾，既想让孩子出
去多锻炼，又怕耽误时间影响学习。
“ 这下好了，
体育锻炼也能挣来中招分数，一举两得。
”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员闫立超副
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
“ 提升体育成绩在中招考
试中的比重，对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
闫立超认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
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
学生正在参加中招体育一分钟跳绳考试。
资料图片
现。中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关系着民族素质的
孩子自己喜欢的活动，才能锻炼身体。只要有运 提高，也关系着 2020 年中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
爱上运动可以从广场舞开始
动效果，
又符合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就值得支持！ 目标的实现。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报告》的
大河网网友“如月蓝颜”：前段时间看到有
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在整体上依然
一所小学把广场舞引入课间操，孩子们舞得还
处于下降趋势。每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都
记者连线
挺起劲。还有学校根据当地文化氛围，课余时
有相关提案。
间 组 织 学 生 练 武 术 、踢 足 球 ，都 是 不 错 的 创
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学校教育负有重要责
体育
“升值”促进青少年体魂强健 任。提升体育成绩在中招考试中的比重，作为一
新。让孩子们爱上运动，不如就从学跳广场舞
开始吧！
11 月 9 日，记者采访了郑州八中体育教研组 项新的考试政策，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
@神游的砖头哥：比起干巴巴的广播体操， 组长张长周老师。张老师告诉记者，体育成绩在 方针的具体体现。

“恋爱课”不只教学生谈恋爱
□王 倩

郑州师范学院开设了这样一门让学生们大赞
的“良心”选修课——
“爱情心理学”，众人争相报
名，不少因名额限制没选上此课的学生直呼“遗
憾”
，
还有执着者偷偷跑去蹭课。
（11 月 6 日大河网）
恋爱不是本能吗，还需要学习吗？事实上，
“恋爱课”并不局限于“小情小爱”，而是以如何对
待爱情为引子，进而延伸到社会情感关系的处
理，是对青春期学生情感和心理的疏导。
近年来，
由于学业、
就业压力的增大，
社会关系
的错综复杂，
发生了许多诸如学生自杀或杀人的令
人痛心的事件，
这些事件背后折射的是当前青年人
心理不健康，
情感错位，
以及正常心理情感疏导的缺
乏。在未来社会竞争中，
他们面对更大的工作生活
压力，
更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
就会更加力不从心，
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所以，
在学校加强对学生
情感的培养和心理疏导是十分必要的。
日前，
中组部总结当前年轻干部的
“八缺八不
缺”
，
在年轻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也让众多年轻干
部深刻反思。其中有两条是
“不缺思想缺感情，
不
缺情感缺情怀”
，
的确，
这些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
门的
“三门”
年轻干部个个有思想，
有见地，
但是对
待群众感情淡漠，
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
麻木不仁，
一些年轻干部情感丰富，
深陷感情的沼泽，
无法自
拔，
却缺乏责任感、
使命感，
缺少家国情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立国之本，学
生时期作为接受教育的重要阶段，学校应履行责
任，不仅教授专业知识，更要帮助学生正确处理
社会情感关系。首先 ，应正确认识情感心理学课
的设立。
“ 恋爱课”虽然受到学生的欢迎，但在社
会大众中不乏反对的声音，既然课程的设立有其
必要性，那么就应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认知和共同
的期许。其次，课程的安排应具有规范性。
“恋爱
课”绝不仅仅是教育学生如何恋爱，它的课程设
立应本着正确处理情感关系和疏导心理问题的
原则，合理规范地安排课程。最后，加强推广，课
程设立成常态。仅仅个别院校开设这样的课程
是远远不够的，要在全国高校进行推广，帮助更
多的学生处理情感心理问题，培养更多符合时代
要求的人才。
（来源：
大河网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