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目睹老年人遭遇骗局，你会怎么做？

河南众“侠客”直接撂倒“骗子”！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5月 4日晚，广东卫视《你会怎

么做》栏目播出了在郑州拍摄一档

节目，主题为“当目睹老年人遭遇骗

局，你会怎么做”。你猜怎么着？河

南简直遍地大侠呀！男侠女侠夫妻

侠学生侠，总之，扮演骗子的演员陷

入见义勇为的汪洋大海，广东卫视

节目主持人惊呼：“今后可不敢到河

南犯着什么事儿喽！”5月 5日，大

河网对此进行了报道，先后被人民

网、中新网、中国青年网、新浪、腾

讯、凤凰网等各大网站转载，引起网

友热议。网友“水中石头”说：“骗子

来河南就像上了侠客岛，到处是侠

客，无路可逃。”

感恩母亲莫要商业化

军嫂救人后悄然离去 网友全城寻找７小时

2017年5月9日 星期二
策划 王曦辉 责任编辑 孙华峰10│焦点网谈

爱心人士购蒜薹
送社区群众

□赵磊

再有几天就是“母亲节”，各商家纷纷打出“亲情

牌”，开展“母亲节”优惠展销系列活动，微信朋友圈关

于母亲节的各种文章也早已泛滥，还有很多人在微博、

微信发表各种状态，内容无非是感谢母亲的付出，今后

要如何回报母亲等等。

可是，我们感恩母爱、回报母亲就仅限于这一天

吗？非要扎堆在“母亲节”对老人进行物质馈赠和亲情

轰炸吗？商家的“亲情”促销、社会组织的“节日秀”、日

趋功利化的“感恩”，把感恩母亲形式化，这就有悖于节

日设立的初衷。因此，“母亲节”只是给了我们要及时

回报母爱的提醒，而这种回报应该贵在平时，贵在行

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上班族，

尤其是年轻人，忙于工作和应酬，疏于与父母进行情感

交流，对于外出务工者，阖家团聚更成为一种稀缺资

源。如果不是“母亲节”，恐怕好多人早已忘记，家中的

母亲一直在惦记着你、牵挂着你。所以，无论你工作再

忙、应酬再多，也要找时间回到家中多陪陪母亲，最起

码也要打个电话，送去一声问候，听她唠一唠生活琐

事、家长里短，也是回报的一种方式。

其实，回报母爱不应仅限于“母亲节”这一天，而应

该在平时、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为她做一顿可口的饭

菜，饭后刷洗碗筷，陪她看她喜爱的电视节目……看似

都是小事，却最能倾注我们对母亲最深的爱。

“母亲节”来了，究竟怎么感恩母亲，还真是个值得

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

怎么回报，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在行动上。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5月5日上午，在郑州市南三环与京广南路附近的
联合社区的门口，爱心企业组织社区60岁以上的困难
群众和残疾人士排成长队免费领取爱心蒜薹。

近日，因开封杞县、新乡封丘等地蒜薹集中上市，
导致菜农蒜薹滞销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爱
心企业的关注与支持。郑州、开封等地市民和网友纷
纷伸出援手，帮助菜农抽蒜薹并促销。

5月5日，郑州市二七区人和路街道办与“春满人
和·盼盼家园”项目负责人袁永春的沟通后，决定由河
南盼盼家园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杞县分公司联合杞县
邮政银行信贷部认购菜农滞销的蔬菜12000余斤，以
减少菜农们的损失。同时，在辖区内的爱心发放点为
社区群众和残疾人士免费发放。活动中，社区群众对
街道办和爱心企业的善举表示赞扬。半天时间，共计
500多名群众领取了12000斤蒜薹。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摄影报道）

孕妇屈琰涵：
为孩子上了一堂有意义的胎教

视频中劝阻“骗子”的，都是普普通通的
河南人，其中既有大学生，也有逛街的情侣
和公司职员。他们一次次劝阻的举动，看似
微小，却散发着人性温暖的光芒。

视频中那对年轻夫妻，女的叫屈琰涵，
是中建七局郑州发展公司的员工，当时已经
怀孕9个多月，挺着大肚子的她离预产期只
有一个星期。听到骗子在骗老人买药，她和
丈夫丁达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阻挡骗子将
老人带走，报警并劝老人到正规医院就医。
直到走出面馆，才被暗拍的节目组拦下，向
他们和出警民警说明原委。

屈琰涵在接受大河网记者采访时说，当
时没有想到是录节目，只是觉得不能让老人
受骗，不能让骗子横行，怀了孩子后，更是要
以身作则，希望为孩子树立榜样。

耿直boy曹云鹏：
撂倒“骗子”不是摆拍，是本能反应

得到网友点赞最多的，是视频中穿蓝上
衣的小伙子。他被主持人称为“耿直boy”，
面对“骗子”，他第一个拿出手机报警，还把

“骗子”撂倒在地。

小伙叫曹云鹏，驻马店正阳县人，今年
22岁，是河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的大四学
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我们班里的同学
和院系里的老师都知道了，我们体育专业的
学生平时都很仗义，其他同学遇到这种事，
也会上去阻拦的，这是本能反应。”

对于网友质疑节目组设计剧情，曹云鹏
笑着说：“我在电视上看到我的画面，都感到
自己的面目很狰狞，我也没学过表演，如果
不是怒由心生，肯定演不出来，如果能演那
么好，我也做演员了。”

制片人：
河南人是遇见不平，直接出手

5月 5日，广东卫视《你会怎么做》栏目
制片人李刚接受大河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年的“3·15晚会”曝光了保健品骗局，节目组
也想做一期节目，提高老年人的防骗意识。

经过商议，节目组在郑州一家面馆内隐
蔽的角落安装了12部摄像机。由一名小伙
和老太太组成的两名演员轮番在面馆上演
推销保健品的戏码。3天的录制，让李刚和
节目组感到震撼。

“在外省吧，围观的人都是来劝几句，阻
止一下。到河南这儿，不一样，河南人不仅
要管，还要管到底。”李刚说，在录制前，他曾
想象肯定会有人来插个话，劝说老太太不要

上当。可实际情景是，围观者不仅劝说老太
太不要上当，还要将骗子送到派出所。

他说，在其他一些省份录制时，围观者
大都会掂量掂量骗子有没有同伙，自己会不
会遭到报复，可河南人似乎直接把这个环节
跨越过去了，遇见不平，直接出手，似乎是一
种本能的反应。“如果是摆拍，那么这期节目
中郑州吃面观众的表现都是奥斯卡演员水
平啊。”李刚说。

河南人讲义气重感情

大河网友“高浩然_Ryan”：节目组！终

于来郑州了！正好看看我大河南人的素质

和涵养，还有与生俱来的耿直！

@Wannua柠檬：河南是人口大省，所

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素质好的也有素

质低的，请不要再黑我们河南人，谢谢！

@凌晨两点：说句大实话，河南人确实

不错。我有很多战友是河南的，人都非常不

错，讲义气，重感情。

河南人正能量满满

大河网友“冷枫郁”：确实，这年头老年

人的钱最好骗，骗子就是瞄准了老年人希望

健康长寿的心态，想赚昧心钱。

@追梦奇缘：节目组应该再做一个测

试，在全国公交车上看看哪座城市的让座率

高！毋庸置疑肯定是郑州！我大伯就说在

郑州坐公交都是让座的，去很多外地坐车时

都没人理他！

大河网友“水中石头”：看完视频，真要

点个赞。骗子来河南，就像上了侠客岛，到

处都是侠客，无路可逃，沉了。哈哈。

有勇气的人多骗子就少了

@错落赤道的雪：集体的力量是不可忽

视的。也许你在犹豫，他也犹豫，不该发生

的就这样发生了，如果一个人勇敢地站出

来，那么会有更多犹豫的人有勇气加入进

来，制止恶劣事件的发生。

@百宴菌菇拉面：这期节目全程在我们

这里拍摄，那些质疑真实性的人可以闭嘴

了，除了节目组的两个演员之外，每一个见

义勇为的人都是来店里就餐的普通顾客。

我们当时店里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作证！

个人责任也能成为社会正义

河南省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团郑州市
委 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袁林方在接
受大河网记者专访时表示，早些年关于河南
的地域黑确实存在，这种刻板印象的改变需
要长久的共同努力。

袁林方说，视频中大家看到热心的小
伙、情侣和不同的男男女女，无论身份、地
位、性别，餐厅里很多食客参与到这场拦截
中，成了“河南侠客”。当一个人喊出“你要
干嘛”时，这是一种个人责任，责任能够衍生
出力量、智慧和勇气。当所有人都参与干涉
的时候，个人责任成了社会正义。这与我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有关，也离不开
河南人本质的淳朴与正直。“河南侠客”的出
现不是偶然，这体现了人们的道德水平不会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追求物质满足而降低，
放眼中国乃至世界，“见义勇为”的人从来都
是被推崇的英雄，这是人性的闪光点，也是
社会进步的基础。

那么如何预防老人受骗呢？袁林方说，
首先，子女要对老人多些关心，定期带老人
去正规医院体检，让老人对自身的身体状况
有充分的了解。其次，遇事多商量分析，不
要贪小便宜。最后，多和老人沟通，将骗子
惯用的一些手段告诉老人，提高他们的防骗
意识。

5月6日13点 04分，@商丘那点事在官
方微博上发布了“全城寻商丘一勇救跳水轻
生男的白衣女子”的消息，一时间网友转发
热议，发动全城力量寻找这位不留名的救人
者。消息发出七个小时后，该官微称在帝和
公园找到了救人者，救人者名叫钱小娟，是
一位军嫂。得知施救女子的身份后，网友纷
纷点赞这位军嫂的义行。

男子跳水轻生，白衣女子入水相救

5月 6日 13时左右，商丘市公安局东方
分局接到报警称：商丘市帝和广场“三商桥”
下周商永运河内的中间桥上有人跳河。民
警许海滨、李继钦迅速赶到现场，看到一名
男子光着上身在河边坐着。经询问，了解到
该男子因跟父母吵架想不开跳水轻生，一名
年轻的白衣女子看到后，马上跳入水中救
人。旁边租船的老板看到有人跳水，和另一

名群众开着船到附近，把二人救到了船上。
上岸后，白衣女子悄然离去。

被救男子姓王，今年24岁，未婚，商丘市
双八镇黄楼村人。经开导，王某后来打消了
轻生的念头。

附近群众称：“那个女的真是个大好人，
太勇敢了，把人救上来之后就骑车走了。”

此事经网络热转后迅速刷爆朋友圈，网
友“木土月半子”说：“我去，看第一眼标题以
为是白衣女子跳河，结果……是女子救人，
厉害了我的妹子，做好事，不留名，这就是咱
商丘人！”也有网友看不惯男子的轻生行为，
批评道：“年龄也不小了，跟家里人吵架就轻
生，什么心理素质？”

七小时寻找救人女子，原来是位军嫂

当日晚上8点01分，@商丘那点事发布
“好消息！帝和公园救人者找到了”，事情发

生七小时后，大家找到了救人女子。
救人者名叫钱小娟，家住梁园区，在商

丘市中心血站工作，丈夫在外从军，平时她
一个人边上班边照看老人和孩子。她不仅
是位军嫂，更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尚在哺乳
期。当记者问到，跳水救人前，有没有想过
自己还有家人需要照顾？钱小娟瞬间流泪
了：“我没有想那么多，如果不救他，他就会
死，我只想救人。”

网友对钱小娟的义行感动不已，网友
“黄袍加身宋太祖”说：“军嫂无畏，给商丘好
人点赞，为河南好人正名！”众人拾柴火焰
高，也有网友称：围观群众不“吃瓜”，该出手
时就出手，互相拉把手，和谐啥都有。

据钱小娟讲述，救人时由于男子体形比
较胖，个子也高，加上衣服湿透有些冷，很快
就没了力气，幸好有围观的群众伸过来一个
竹竿，之后钱小娟和众人将落水男子合力救
上岸。

河南好人为啥层出不穷

新乡辉县50位村民合力抬起半吨车斗
救起被困者，漯河巨陵镇孝子张元恒冲进火
海连救五人，浙江务工的河南“托举哥”赵笑
功头顶手托20分钟救下幼童……近年来，河
南的好人事迹在全国层出不穷，屡次成为网
络热点，有的入选品德教材供师生学习。

有关专家表示，中原有优秀的传统和文
化，在厚重广袤的中原土地上，崇德向善，具
有肥沃的土壤和浓厚的人文环境。网友认
为在商业浪潮中，河南受拜金主义等冲击相
应小些，模范和典型的产生形成了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整个社会舆论自
觉引领起了社会的正能量、好风尚。

网友“雾里没有花”称：“河南经济发展
得更好了，媒体对社会正能量的宣扬越来越
多，这必将影响更多的人！” （张楠）

食客直接质问“骗子”身份，并拦下试图逃走的男子。 广东卫视《你会怎么做》栏目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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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拍 卖 公 告
豫拍[2017]第030期（总1368期）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5月17日上午10时，在郑州市
经三路 15号广汇国贸 10楼公开拍卖
河南省长青矿业有限公司75%的国有
股权。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
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于2017年4月6日在《河南日报》发布的

《国有产权转让三次公告》（中原产权告字
[2017]21号），或登录其网站（http://
www.zycqjy.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283
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655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5月9日

国网社旗县供电公司

开展线路“义诊”
保障春灌用电

在春耕来临之时，国网社旗县供电
公司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农用线路及抗
旱电气设备进行拉网式“义诊”，确保春
灌用安全可靠。针对农用线路线下树
障，排灌机井用电设施老化、个别台区
配变容量不足等问题，该公司积极组
织人员进行逐一解决。截至目前，共
清除树障37株，整改新建线路20.8千
米，新增配变 6台，处理隐患 9处。同
时，进一步健全抢修服务制度，成立的
16支共产党员服务队每天奔走在田间
地头，确保遇到问题快速解决；切实加
强值班纪律管理，值班人员手机保持
24小时畅通，严禁擅离职守，确保设备
抢修及时高效；加强安全用电知识宣传，
向群众发放安全用电手册，增强用电人
员安全意识，确保用电安全。 （刘哲）

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在河南省内设立的：
郑州民主路营业部于 2017 年 3

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3800，地址为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民主路 10号华润大厦
17层1701号。

郑州陇海路营业部于 2017 年 3
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4801，地址为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东、陇海路北世
纪联华超市广场 B 座 1 单元 11 层
1128、1129、1130、1131、1132号。

郑州金水路营业部于 2017 年 3
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5802，地址为郑州市
金水区金水路226号6层608号B区。

郑州花园路营业部于 2017 年 3

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5801，地址为郑州市
金水区花园路144号17层03号。

郑州棉纺西路营业部于2017年3
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0800，地址为郑州市
中原区棉纺西路36号2幢锦艺国际中
心B座第11层1101-1105号。

郑州青年路营业部于2017年3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为
210051410105803，地址为郑州市金水
区青年路145号6幢18层1801房间。

郑州商都路营业部于 2017 年 4
月 7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4800，地址为郑州市
郑东新区十里铺街东、商都路南（建业
五栋大楼）A座401号。

郑州陇海西路营业部于2017年3
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2800，地址为郑州市
中原区陇海路南、桐柏路东、文化宫路
西（中原新城）5幢8层806号。

郑州经三路营业部于 2017 年 3
月 22日已正式注销，保险许可证编码
为210051410105804，地址为郑州市
金水区经三路68号 1号楼（平安保险
大厦）9层8、9、10、11号。

此后这9家分公司的人员和机构
及所有经济、业务往来均与本公司无
关。未完结的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由
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承担。

特此声明。
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2日

关于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郑州民主路营业部等9家营业部注销的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