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5月 22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根据去年
底实施的《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暂行办
法》，正式出台实施了《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
奖励实施细则》。对奖励制度奖金的额度分
配、举报的核实、奖金的发放办法、领奖的具
体程序和形式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总额500
万元，对环境污染行为的举报者分别给予
500元至 5万元不等的奖励，使举报奖励更
便于操作和实施。对此，有网友评论：人人
都是情报员，这才是治理大气污染的“神
器”，期待打赢这场“攻坚战”！

环保达人倡导喝水也“干杯”

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的叶榄，自 1993
年投身环保公益事业至今25年来，总行程达
32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和五大洲的
30个国家。

叶榄曾在每年的“世界水日”倡议：全国
身体健康的青少年能在每年的“中国水周（3
月 22日所在的一周）”中的一天体验干渴 6
小时，通过对干渴的切身体验，感受水对人
体的重要性，以此警醒同学们“丰水莫忘缺
水，缺水莫忘节约，消费莫要浪费”；要做干
杯行动的青少年，希望青少年不仅要“光
盘”，还要“干杯”，将水资源的节约落实到点
滴行动中；每天节水1公斤。

少则十几根，多则几百根，每天捡烟头
对于叶榄而言是一种习惯。他说，希望捡
烟头这种行为能让更多人关注到控烟。因
为在火车上劝阻吸烟，叶榄还曾经挨过 3
次打。

“每年的 5月 31日是世界无烟日，我微
信里的全国控烟志愿者群里都会像过年一
样热闹，大家纷纷晒出各自在各地举办的控
烟活动，图文并茂，创意非凡，看得我目不暇
接，欢欣鼓舞。”叶榄对记者说，为了纪念这
个全球性的控烟纪念日，他创意了“每月11
捡烟头”活动，即每月11日，活动参与者捡拾
烟头，劝阻乱扔烟头的行为，并积极宣传吸
烟的危害和烟头的危害。

环保力度不断加大 政府在努力

大河网网友“陌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能看出政府对治理污染的决心。碧水蓝天是

人们的共同期盼，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环境保护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相

信通过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这次治

污一定能取得成效，为全民参与点赞。

@天水一线：去年我们安阳因为雾霾指

数爆表，政府采取单双号限行，并且还免去公

交车乘车费，市民减少开车出行，路也不堵

了，空气好多了，环保就得人人都出一把力。

政府是领头羊，路领好了，啥都不是事儿了。

发动群众保护碧水蓝天

@蝶归月咏：这两天下雨了，空气质量

都是优，后天大后天就可能遇到雾霾。趁着

好天儿出去转转，雾霾天就躲家里煲剧吧，

啥时候能天天都出去光合作用，附加呼吸作

用，那就棒呆了。好环境不能只三天五天

啊，要坚持哦。

大河网网友“小水毛”：这是振奋人心的

消息，污染治理不能只靠政府，普通民众才

是污染防治的主力军，有奖励就会有动力，

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同

时保持积极性的长期存在。发动群众保护

这一片碧水蓝天，赞！

找回“摘星星”的感觉

大河网友“眉山人”：少追逐眼前的利

益，好好保护生态才是王道，上次在一个花

香柳绿的小村旅游，晚上满天繁星，美丽灵

动。现在的孩子生活在雾霾笼罩之下，天气

好的时候，晚上能看到天上稀稀疏疏的几颗

星，生活都少了一些美感。

@遥望银河：好的治理是为子孙后代谋

福利，这是个具有前瞻性的行动，只有大家

一起行动，才能把污染扼杀在源头。希望早

日找到那些年抬手就能“摘星星”的感觉。

唤醒人们绿色自觉和行动

5月 23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
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俊杰接受采访时表
示，《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的
出台，重点对奖励制度奖金的额度分配、举
报的核实、奖金的发放办法、领奖的具体程
序和形式进行了细化和补充，使举报奖励更
便于操作和实施。这显示我省贯彻绿色发
展理念，深入推进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进入到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同时，充分
彰显了我省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实行最严
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了政府、企业、公众
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努力建设绿色发展新
家园的勇气和决心。

“出台举报奖励细则重奖举报人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彭俊杰说，首先为绿色
治理提供支撑。2014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为
改善生态环境，先后实施了蓝天工程、碧水
工程，乡村清洁工程以及《河南省清洁土壤
行动计划》，深入开展了大气、水、土壤防治
与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次奖励
细则的出台实施是这些行动计划的有益补
充和完善。其次，有助于唤醒绿色自觉和绿
色行动。出台实施《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
励实施细则》一方面能够引起人们对环境保
护的重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另一方面能够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与
激励机制，增强企业环保意识，有效遏制超
标排放、非法排污、恶
意偷排等不法行为，
不断强化全社会的生
态伦理、生态道德、生
态价值意识，形成政
府、企业、公众互动的
社会行动体系，可以提
升公民环境意识和文
化素养。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近两天，微信朋友圈流传一组照片：一位身着黑衣
的女子蹲在花坛边，低头缝补一只粉色凉鞋（如图）。
旁边坐着一个小女孩，背过身去拭泪。图片配文：补鞋
的老师像妈妈。这感人一幕发生在5月 21日项城市
昌福学校，该校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补鞋的女子是
该校的郭雪梅老师。这件事经河南日报客户端和河南
日报官方微博发布后，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很多网友
表示，这组图片戳中了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

河南日报官方微博网友“卫视杜利勇”说：“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照亮别人，燃烧自己！”看到这组图片，许
多网友第一时间献上了对老师和孩子们的祝福。“文学
爱好者 1314”说：“师者父母心啊，我挺你，中国好教
师。”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一滴水珠”认为，郭老师树
立了良好的教师形象，彰显教育正能量，是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典范。这样普普通通的老师太多太多，每天他
们都在默默地工作，祝福老师！祝福孩子们！

当然，也有网友通过这件事，想起来上学时老师给
予的感动。@警营微报员：“初中时不小心自己的衣服
被挂破了，是我的班主任吕老师（男）帮补的，吕老师威
武，521。”有网友觉得，孩子的眼泪恰恰是一种精神的
传递。@红盆洗手：“看到老师的举动很感动，看到孩
子的眼泪也很感动，很多东西就这样传递下去了。”

今日头条网友“说放关”说：“向老师点赞！这位学
生不哭。看得我心酸。你的鞋子坏了，爸妈不在身边有
委曲，你得理解他们正在挥汗干活为你挣学费；老师缝
鞋让你掉泪是感动，那么你要努力学习，懂得感恩……”

作为一位妈妈，网友“杨庄家院”说：“想起在家上
学的女儿，忽然流下了眼泪！端午节，妈妈一定回家和
你团聚。”网友“恩一禅”说：“看到图片已瞬间泪奔，针
针都是爱，针针都是对远方妈妈的思念，向郭老师致
敬，这样的事迹要多报道多转发。”

5月 23日，大河报报道了《鹤壁11岁男
孩玩网游刷卡近3万元》一事，11岁小学生
小哲（化名）打网游偷刷银行卡，在家人不知
情的情况下花光父亲近三万元的血汗钱，事
后小哲母亲联系两家公司运营商想要追回

“消失”的金额，却并未得到及时处理。生活
并不宽裕的小哲母亲整日以泪洗面，不知道
该怎么办。这件事引发网友热议。

熊孩子真的没责任意识吗

大河网网友“鸟叔雾气”：别老是拿孩子

太小无知来说事儿，现在的孩子心理成熟

早，11 岁的年纪早应该对金钱很有概念了，

他也知道钱对家里意味着什么，教育和宽容

是要有的，但是得让他明白自己犯的错，并

且承担自己的过错，他才是责任的主体。

@一个没用的人：爱玩是人的天性，在

网游上花钱说明他在这上面找到了乐趣，个

人觉得这不能赖运营商，因为网游针对的不

只是小孩儿这个群体。支付方式上是不是

需要改进呢？现在支付的流程越来越简单，

方便生活的同时也确实带来了麻烦。

瞒天过海是家长没搭好“沟通桥”

@大脑袋小细脖：我小学的时候也曾经

偷拿家里大人电话充游戏，我爸收到支付短

信后就跟我说想玩游戏买点卡直接找他要，

甭自己偷偷摸摸的。说到底，还是父母疏忽

对孩子的管教，没和孩子交流好，如果一开

始我爸没在意，可能我也会无止境地这么偷

偷摸摸做下去。

大河网网友“不爽就喷”：作为一个家

长，说实话，对孩子肯定还是宠爱的，他想玩

会儿手机，又怎么会不给他玩，做父母的哪

个不是想掏心掏肺给孩子，关键是在花钱打

网游这事上沟通少。毕竟这个钱不是被盗

的，孩子花掉了，能算游戏的责任吗，最多算

一个诱导消费的责任。

对游戏运营商也要念“紧箍咒”

@爱吃培根肉：网游成了父母和孩子间

的隔阂，我不否定游戏，孩子玩可以，但是运

营商方面也要积极去创建一个适合未成年

人游戏的环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

给网游运营商念“紧箍咒”，不然，为害无穷。

大河网网友“山水一笑”：游戏玩多了，

孩子成绩下降，眼睛近视。网游总得有个标

尺吧，因为玩游戏，好好的孩子变成了“小

偷”，家长又怎么能放心呢？希望网游运营

商不要只以利为本，别让游戏成为“鸦片”，

要加强自律。

游戏运营商应返还小哲消费金额

对于此事，李华阳律师认为，小哲今年
11周岁，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未
成年人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游戏运营商
之间订购虚拟商品的合同效力待定，需经法
定代理人即其母亲追认后有效，否则合同无
效。而小哲母亲在此过程中并不知情，没有
加以追认。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之
规定，在民事行为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该
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对方，所以，游戏运
营商应返还小哲购买虚拟商品的购置款。

此外，李律师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游戏
运营商应提高鉴别游戏玩家年龄的技术水
平，从而降低类似小哲这种情况的运营法律
风险；二是加强市场监管，出台相应规定，要
求游戏运营商对未成年人设限，同时要求开
设退款功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营
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张楠）

补鞋老师像妈妈感动网友网友热议《河南省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出台——

打赢环保攻坚战 人人都是“情报员”

小学生玩网游隐瞒父母充值近三万，网友认为——

家长和孩子欠沟通 网游须有“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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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叶

近日，一位朋友通过某官方网站反映了一件事，希

望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帮忙解决。孰料过了一段时间查

询，得到的回复是“正在处理”，又过了一段时间再去询

问，回复还是“正在处理”。（5月24日 《人民日报》）
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在个别部门的眼里却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于是问题就陷入了“投诉—正在

处理—再投诉—正在处理”的循环中，“正在处理”成了

抵挡一切的铜墙铁壁。

不可否认，任何问题的调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所

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再棘手的事情也得奉行“用事

实说话”，但是不能以“正在处理”来解决问题，仿佛久而

久之就能够起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功效，让处理遥遥

无期，最后无疾而终，从而造成对群众的二次伤害。

“正在处理”有着一语双关的深刻内涵：一是并非不

作为而是“正在行动”中，二是并非慢作为而是“有序推

进”。表面上积极作为，内里却是“一拖二慢三糊弄”。

长此以往，只会颠覆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小船”。

如何根治“正在处理”的懒政现象？就需要下猛

药、立制度，以制度保证其不推诿、不拖延，同时加强问

责，对于“龟速处理”就得抽鞭子让其主动跑起来。所

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让群众在实实在在的结果中

体会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最近，“最多跑一次”跑出了些许成效很值得借鉴，

只要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认知和态度，“正在处理”终

究会成为过去时，任何与群众利益有关的事情都会立

竿见影。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别让“正在处理”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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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洛阳吉利区西霞院街道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忠诚履职，以从严治党
要求持续推进各项工作。强化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党委书记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
责，以党建为统领，实现从严治党与脱贫

攻坚共同发展。通过组织专题党课、观看
警示教育片、开展廉政谈话等活动,加强
党员队伍建设，不断锤炼过硬党性。坚持
廉洁从政，严格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要求，不断提升政治理论素养，力促全面
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李明坤 吉团结)

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禹州市
颍川办事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办事处
坚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得见”

“记得牢”“践行好”，通过三大工程的实

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春风化雨，浸
润每个人的心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引，贯穿于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在落实上狠下功夫，着力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深入
人心。 (潘高锋)

近日，郑州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
处国泰花园社区党支部联合食药局、卫
生局的工作人员，到华北水院网格开展

“六小”门店的专项整治工作。工作人员

要求各门店必须干净整洁，各类证件要
统一悬挂，对存在问题的及时下达整改
通知书，认真做好“双迎攻坚”工作的每
一个细节。 （张艳丽）

新乡凤泉区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在
工作中不断总结和探索，结合本院实际情
况，提出“四个结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新
思路，为推进检察机关自身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提供有力的监督保障。一
是与检务督察相结合，加强对检察人员纪
律作风的日常监督，节日、假日向干警发
送廉政提醒短信，适时警醒，做到了警钟
长鸣，促使干警增强防腐拒变能力。二是
与人民监督员工作相结合，整合监督力
量，加强与人民监督员的信息沟通，建立
协作机制，掌握人民监督员在案件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予以处理，促进公正廉洁执
法。三是与案件管理部门相结合，形成

“管案”与“管人”双管齐下、同步实施的监
督格局，跟踪执法办案全过程，提升执法
公信力。四是与检务公开工作相结合。
该院建立了检务督察工作机制，每月不定
期开展明察暗访，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查
纠。同时，随案向当事人发放廉政监督
卡，告知举报电话、检察微信等监督举报
途径，随时接受办案监督，通过实现当事
人自助查询案件信息，让当事人及时了解
案件的进展情况，增加案件的透明度，实
现对办案检察官工作过程的全程监督。
并利用院门户网站、机关内网、“两微一
端”等平台，大力宣传党风廉政工作的新
举措、新进展、新成果。 (赵振华)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扎实开展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整治 助力“双迎攻坚”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南阳唐河县检察院以争创“全国模范检察”“全国文
明单位”为契机，从干警的思想、能力、作风下手，严格要求，规范
管理，有力推动了检察工作的发展，为建设检察工作强县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加强党的建设，为干警配备“过滤器”。坚持把思
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组织干警参加清明祭先烈、党旗下宣誓、“讲政治、守规矩、争
优秀”演讲比赛等活动，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干警
明辨理论是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法治方向。加强能力建
设，为干警提供“蓄电池”。制定实施了青年干警导师制、主副岗
制度、轮岗制度，持续推进青年干警人才培养计划。坚持每周一
学习制度，充分发挥全体干警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广泛开展岗
位练兵活动，组织干警积极参加上级机关组织的业务竞赛，着力
解决“本领恐慌”，全面提高履职能力。三年来，先后有5名干警
被省检察院评为业务标兵。加强作风建设，为干警安装“安全
阀”。坚持思想教育、制度约束、及时查处相结合，持之以恒规范
司法行为，坚持不懈加强纪律规矩教育，对司法办案活动全院、
全员、全过程监管指导，发出检务督查通报10余次，营造了风清
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 （牛凌云 赵孟）

“困难面前不退缩，任务面前勇争
先！”这是防空兵学院某学员队为每一名
党员立起的党性标杆。随着“两学一做”
主题教育的开展，该队以做合格党员为抓

手，通过从开展手抄党章、微党课、向党旗
宣誓等活动，多措并举使全体党员明责
任、受监督，切实提高了党员的党性修
养。 （王耀 李旭登）

唐河检察院加强“三项建设”

擦亮党员身份 树立党员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