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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特别策划“我们大学毕业后的生活”——

毕业季退潮 奋斗在当下

民工挖出文物交国家获赞

干部诚信呵护政务诚信

□大河网记者 宋向乐

花了快3000元钱买的“大白熊”寄过来
却变成了萨摩耶“串儿”。在杨先生看来，自
己给女朋友送的生日礼物这下算泡了汤。
更让杨先生苦恼的是，自己网上买狗受骗却
投诉无门，互联网时代像杨先生这样在网上
购物遭遇虚假宣传的并不少，在上当受骗后
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记者采访了相
关法律人士。

网上买狗遭遇烦心事

6月 30日，在宠物狗交易平台“狗铺子”
网上，杨先生选了一条价值1688元的“大白
熊”犬。随后双方又商定由小杨支付800元
的空运费及 200元的接送费。7月 2日，小
杨去机场接回了期待已久的“大白熊”，但打

开一看，却发现变成了萨摩耶犬。小杨说，
自己拿到宠物店鉴定，被告知这只狗并不是
纯种萨摩耶，仅价值数百元。

小杨坐不住了，先在本地报警，被告知此
事归工商部门管，后又被告知应该去卖方所
在的工商局。等小杨拨通卖方所在地工商局
电话，又被推至当地动监局，动监局则表示这
事属于诈骗，还应找警方解决。兜了一圈的
小杨更加绝望，“谁能告诉我该咋办？”

杨先生可采取司法途径，起诉对方

“初步来看，卖方涉嫌虚假宣传，一旦构
成消费欺诈，可三倍索赔，建议杨先生先向
卖方所在地的工商行政机关进行举报。”北
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告诉大河
网记者，杨先生所遇到的情形更像是买卖合
同纠纷，可以依据《合同法》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追究对方的民事责任。
“当然，买的狗后来不是那条狗，就像买

了车不是那辆车一个道理，如果卖方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
了较大的金额，也可能被定性为诈骗。”张新
年说。

建议杨先生按照法律规定要
求卖方退换货

河南中锦律师事务所律师霍亚飞认为，
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杨先生作为消费
者，因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要求，消费者
可以依照国家规定，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的
义务，没有相关国家规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
解除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更换。

律师的建议也让杨先生受益匪浅，据了
解，杨先生目前正在与当地律师接触，表示

将会通过司法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网购还需擦亮双眼

大河网网友“正义客”：以前也经历过网

购受骗，所以积累了一些经验。网上买东西

时，要了解清楚对方姓名、地址等各种信息，

保证出事后还可以联系上对方；最好货到付

款，这是最安全的；一旦遇到网购诈骗，应及

时向公安部门报案，请求公安部门去查封网

站和骗子的手机电话及银行账号。

大河网网友“居天”：如何最大程度防止

网购受骗？无非就这几点。在选择商品时，

一 定 要 核 对 商 品 图 片 ，要 求 卖 家 提 供 实

物。还可通过在线工具与卖家多沟通，增

强对卖家的了解。在交易之前，认真阅读

交易规则及附带条款，不要被不合常理的

低价所诱惑。

前不久，故宫为生前捐献19件文物的河南农民何
刚举行追思会，网友感念这位朴实无华的老农民为保
护国家文物做出了榜样。时隔半月，7月9日，大河报
报道的一则《郑州大石桥附近施工挖出汉代文物 农民
工上交国家》消息再次引起关注和热议，网友点赞：这
就是咱中国农民素质！

据了解，施工工地位于南阳路与石桥东里交叉口
东北角，当时，电力部门的民工正在挖沟勘察地下管
线，在将近2米深的地方，突然挖出一个陶罐和两个陶
碗。见此情形，民工们迅速停止工作，向文物部门打电
话反映情况。网友表示，一个经常施工挖沟的地方，还
能在这么浅的地方挖出文物，确实不可思议。

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下到
挖出文物的坑里，用专业工具将四周的土挖开，查看是
否有大量文物存在的迹象。业内专家初步断定，陶罐应
该属于汉代时期，距今年代久远。最后工作人员将挖出
来的陶器带走，以供考古人员进一步研究。由于陶罐里
面塞满黄土，不少人猜测里面可能会有其他宝物。

“文物是国家的，挖到理所当然应该上交。”发现文物
的孟师傅和工友们说，虽然在工地干了大半辈子活儿，但
还是第一次挖到宝贝，感到非常荣幸。网友纷纷点赞农
民工的举动，网友“先秦后”：“好样的！咱河南农民工就
是实在，为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做了贡献！”网友“蒲公英
的梦”说：“再一次证明，素质和职业学历没关系。”

对于在施工工地挖出文物的事件，网友表示地下
文物属于国家，每个公民都应自觉保护和上交国家文
物，并建议事先要做好考古工作，以免在施工过程中造
成文物损坏。不少网友提议国家应该给上交文物者一
定的奖励，网友“水中石头”：“正如故宫为何刚开追思
会，何刚有心有爱，故宫有情有义，国家应该出台个奖
励办法，给予文物保护者重奖。” （张楠）

□申国华

河南省政府近日发文，要求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

依法依规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度

考核结果、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记入档案，作

为公务员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7月 10日
《人民日报》）

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重要基础。建立干部诚信

档案，把干部履职过程中产生的违法违规、失信违约等

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犹如用诚信给干部“画像”，从

一定程度上说，干部讲诚信也就代表政府讲诚信，所以，

干部诚信档案是呵护政务诚信的“护身符”。

古人云：信为政之基，政无信则危，有信则昌。诚

信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人们正当权益的社会

道德规范，犹如鱼离不开水，人离不开空气一样。然

而，谈及政务诚信，可能许多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一些单

位“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新衙门作风”。

诚信损坏容易建立难。干部作为政府的主体，也

是维护政务诚信的主体。只有干部带头讲诚信，政务

诚信才有建立的基础。维护政务诚信，是每位干部义

不容辞的责任，具体来说就是要严格履职尽责，从小事

做起，从日常做起，从自己做起，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和

政府的良好形象。

呵护政务诚信，既需要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还要

构筑完善的制度保障。只有制度才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也更靠得住。建立公务员诚信

档案就是一套实在管用的制度机制。

干部诚信档案是呵护政务诚信的“护身符”。干部

讲诚信是呵护政务诚信的关键。引导干部严格履行职

责，自觉守纪律、讲规矩，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从

自己做起，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开诚布公，实事求是，

形成良好的诚信档案，才能提升政务诚信水平，才能更

好地维护党和政府形象。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白熊”变“串儿”男子网上买狗维权难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实习生 张楠

穿着学士服，镜头前“咔嚓”一声，大学四年即时毕业。据河南省教育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我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为70.13%，本科生考研率为11.42%。毕业季热浪渐退，学子们开始关注当下的生活和未

来人生的规划筹谋，大河网特别策划话题“我们大学毕业后的生活”，采访了四位毕业生的故事。他们中间，有

人初涉职场、有人丰识求知、也有人想要考取“仕途”，还有学生感慨：“一去四年不经返，遥遥路在何方？”

专家观点

点击事实
律师说法

网聚观点

忽然就毕业了，记忆却还停留在毕业典礼上台拨学士帽
上的流苏时。郑州大学的日子，从此成为历史。毕业后的这
段时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除了有时办些杂事，外加吃
饭洗漱之类，就一直在读书，区别只在书的种类和上学时不
同。只要不以考试为目的，读书总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特别是
对于法哲学问题，在读书之际，脑子不由自主地进行推演，非
常有趣。

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不免有些心慌，想起推免夏
令营面试之际，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就对我说，你的英语需要
学好。我当时口头应了下来，但经过一年还是没有任何长进，
非常惭愧。中国法哲学的书读完后，就必须要读外语文献。
学好英语是为研究生阶段的工作做准备。 初出大学重在明确目标

王运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

大学毕业后的生活，迷茫又充满梦想，这很
正常。选择继续深造，读书不是目的，拿更高级
的毕业证也不是目的。但是经过三四年再深
造，拿到那张毕业证的过程，关乎耐心、关乎品
味、关乎视野，也关乎安静而深刻的心境。随着
终身学习理念的广泛深入人心，就业其实是步
入社会大学继续学习的开始，继续深造其实是
学院科班生活的延续，两者只是学习方式和学
习内容的不同，并无学习成长本质上的分别。
大体来讲，知识经济时代，只要家里条件允许的
话，能多读书尽量多读，总是不坏的选择。

当就业还是继续深造成了选择的难题时，
这本身恰恰暴露了部分青年朋友欠缺理性思
考的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选择焦虑症
逐渐成了困扰现代人的流行病。究其根源，往
往是患得患失心过重，过多的功利计较迷乱了
双眼，扰乱了初心。因此，人面对选择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要目标明确，选择了便坚定地努力
奋斗，往往就能踏平坎坷成大道。

今年3月底，我入职到新乡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文秘。在河
南师范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学，我没有找新闻相关的
工作，主要是感觉自己的慢性子着实适应不了媒体的快节奏
和大压力。越来越临近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种焦灼让
人寝食难安，索性干点别的。

那段时间，下班是我最崩溃的事，秘书的工作性质要求
我经常加班，动辄到晚上七八点，有时会加班到晚上十点
半。我不怕加班，就怕下班后面对空无一人的大街，位置偏
不好打车，又心疼钱。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了，我赶紧买了一
辆电动车。

秘书这个职业，我了解很少，完全是在学习、吸收经验，我
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内在经验需要时间的积累，着装、礼仪倒
可以一步到位。我花费工资的三分之一来买衣服、鞋子，让自
己起码看起来已经有模有样。买了公文写作的工具书和专写
秘书工作经验的书来看，书拿到手里，心里就不打鼓了，感觉
自己的业务有书可依、有章可循。 数据链接

毕业生多数选择直接就业

河南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2017年我省共
有普通高校毕业生约51.7万人(其中研究生1.4
万,本科生25万,专科生25.3万),截至7月3日
签约率为 70.13%，高于去年同期和全国平均
（去年同期我省数据为67.48%),本科生考研率
为 11.42%。从数据中得知，我省高校毕业生
以就业为主，且就业率呈上升趋势。调查中发
现多数学生持有“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以减
轻家庭负担。

一个月之前，我还在和宿舍哥们儿一起畅
聊天南海北，虽然我并没有找到工作。父母经
营一家饭馆，收入还不错，他们指望着我能去
接手生意。想来，我也确实没什么压力，毕竟
他们已经为我铺好了路。

有时候想法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我突然觉
得如果一辈子都去走别人的路，不免太可悲。
毕竟，我并不想做一个啃老族，现在每天刷题，
读材料，背政治的时候真是后悔大学四年没好
好听课，好在意念够强，天天看看新闻也受了
不少熏陶。父母很支持我去追求自己的事业，
距离国考还有四个多月，但愿可以逆袭吧，我
希望能够考进开封市民政局！

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后，由于在准备出国留学，我并
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疯狂地投简历、面试。当时准备雅思时，
为了安慰自己坚持下去，我随手写了个单子，叫做“我考完雅
思就要干的事”。上面列的东西还挺多，比如学人物速写、强
化制图技术、去广东所有的地级市转一圈，反正是五花八门。
我买了一本铂尔曼的人物速写照着画，刚入门时觉得有点难，
不过画着画着就找到了点感觉，后来还会颇有成就感。

这几个月，我想着一定要在离开广东之前，把这里好好考
察考察。和河南的城市不同，珠江下游的城市大多跨江而建。
记得去肇庆天后宫时，因为门票太贵，就决定去西江走走。滩
涂上生着丛丛的鬼针草，踏着这些草到无人的岸边，看青山之
侧缓缓流出的宽广的西江。江自由地流着，旅行中让人印象最
深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惊喜吧。就这样，我抓紧时间走过了广
东的许多城市，不过可惜的是一直没机会去潮汕地区。

努力工作尽快融入社会
吴梦：现任职文秘

开学之前读书充电
王重尧：已考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B

以旅行方式和广东道别
李晓佩：准备出国留学C

D 备战国考后悔没好好听课
“北辰”：暂时无工作

“地铁是城市的永动机，读书是颜值的保鲜剂；体
肥还须少吃饭，想美就要多读书……”这些郑州地铁标
语（如图）11日上了全国热搜榜并在朋友圈刷屏 ，包
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微博纷纷转发。对此，网
友表示：郑州地铁劝读有方，“段位”实在是高！

多数网友认为，这样的创意劝读方式不仅能在潜
移默化中优化社会风气，还能呼吁人们充实自己提升
个人修养，应该得到大力提倡。微博网友“咖啡大蒜”
表示，这种广告语应该越多越好。网友“大智慧的陶朱
公”称：“这样高段位的标语多来点，唤醒地铁里沉迷于
手机的颓废族，醒醒，扔下精神鸦片，读点书吧！”

一些网友更是脑洞大开，在评论区中展示自创的
标语。@我有一棵大苦瓜：“垂死病中惊坐起，新华书
店还没去。”大河网网友“春风十里M”称：“体胖还要
勤锻炼，人丑还要多读书。”也有网友表示，看到这些标
语，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网友“我梦qwer”称：“我这
就卸载王者荣耀去看书！”

大河网网友“笑醉天”说：“多读书，读好书。这样的
话从小到大听得耳朵都起茧了，甚至会有厌恶感。然而，
忠言并不总是逆耳，如郑州地铁这样顺耳的劝读段子，能
让人瞬间产生读书的冲动。当然，这也展示了郑州作为
省会城市的浓厚文化氛围，确实难能可贵。”（何心悦）

郑州地铁“劝读”标语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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