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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句“再不带男朋友回来就别叫我妈”的广

告词引起了争议。24 日下午，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宜家

家居中国区公共关系负责人处了解到，这则电视广告

的初衷是鼓励人们轻松庆祝每一天，是针对中国区拍

摄的原创广告，而非翻拍自国外版本。同时，宜家家居

也发布声明称，对这则广告传递的错误印象表示歉意，

同时将撤下该广告。（10月25日 《北京青年报》）
宜家家居针对其产品定位以及目标群体，拍摄广

告，其广告立意结合时下热点，几乎说到了很多年轻人

的心坎上，但是却是直抵痛处。之所以引发争议，就在

于这样的广告词传递了社会焦虑情绪。宜家家居自从

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爱。很多

人将节假日逛宜家作为一种休闲方式，进入宜家家居，

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毫不为过，因为互为和谐的产品

系列在功能和风格上种类繁多。

想要拍出一则经典广告，在短时间内表达出产品

所要传递的理念，吸引公众的关注，让他们记住广告背

后的产品，并愿意去购买，必须拥有一支超一流的优秀

创意团队。创意需要对产品有清醒的认识，对目标客户

有深入的研究。年轻人选择宜家，是因为购买宜家家居

的产品，价格便宜，而且节省空间。正是年轻的受众群

体在宜家里面感受到了轻松，才有乐此不疲之感。一句

“再不带男朋友回来就别叫我妈”的广告语，传递的是年

轻人的焦虑情绪，并且作为广告扩散，会让年轻人感受

到压抑，广告用这样的创意，实在是失败之举。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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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成就青春梦想

“志存高远是成就青春梦想的基本前提。”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包世琦在接受大河网记者采访时说，脚踏实
地是成就青春梦想的根本保障，勤学方能成栋
梁。“学如弓弩，才如箭镞”，学习是青年成长进
步的阶梯，广大青年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既
博览专攻，又放眼国家、人民、世界，注重将所学
所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包世琦认为，见证伟大时刻的到来，既需
要我们青年一代“仰望星空”勤思考，更需要我
们青年一代“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是一个新
时代，相信勇气、相信奋斗、相信创造，成长在
新时代的青年是幸运的，因为新时代是每一个
中国青年最牛的背景。只有做到矢志不渝、披
荆斩棘、勇往直前，广大青年才能不负新时代
的青睐，才能不负青春年华、祖国重托和人民
期望！

《给青年人的“一封信”》引爆网络，网友和河南学子回信——

珍惜光阴，奋斗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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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评

莫让广告传递社会焦虑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实习生 周颖莹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金秋十月，在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习近平同志作报告时，特意对广大青年殷殷寄语。这段寄

语，是党对青年的希望，也是党“寄”给全体青年的“一封信”。10月23日，继微视频《家》和《旗》之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重磅推出——“十九大时光”原创微视频《给青年人的“一封信”》。收到这封“信”后，网友和河南学子纷纷点赞回应：珍惜光阴，

奋斗吧，青年！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时光”原创微视频《来自青年学子的回信》出炉。这两个微视频在网上反响强烈。

《给青年人的“一封信”》
全网阅读量689万人次

10月23日，“十九大时光”原创微视频
《给青年人的“一封信”》“寄”出，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全媒体推送。截至10月25日18
时，经综合测算，全网累计阅读量689万人
次。10月 24日，“十九大时光”原创微视
频《来自青年学子的回信》推出，河南手机
报向1300多万用户进行了精准推送。

燃青春之火 立青春之志

在微视频《来自青年学子的回信》中，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董佳宇说：

“再过一年，我就要走出校园了，我会获得自
己的际遇，我会在青春之时燃青春之火、立
青春之志。”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学
生翟清尧说：“来信给我带来极大鼓舞，我
将奋发进取，用青春之力书写华彩篇章！”
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学生蒋佩文说：“大
学是人的青春正当时，我一定要学好自己
的专业，毕业后报效国家，为祖国的伟大事
业奋斗！”

谱写中原更出彩的青春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代表、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王艺
说，习近平同志的报告，是一篇举旗帜、指方向、
述成就、绘蓝图、立思想、展方略、慰民心、铸党魂
的好报告，坚决拥护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坚
决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

报告对青年一代为实现中国梦接力奋斗寄
予了殷切期望，对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动员广大人
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提出了重要要求。

河南各级团组织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省委和团中央的正确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攻坚，从严治
团，务实重干，砥砺前行，努力做到用新时代思想
武装青年头脑，用新时代目标激励青年奋进，用
新时代机遇构筑青年舞台，用新时代方略指导青
年实践，用新时代要求塑造青年品格，团结带领
全省广大青少年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发挥生力军
和突击队作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谱写中原更
出彩的青春新篇章。

一封“信”
折射出党对青年的殷切期望

河南人民出版社团委书记杨岗喻认为，“信”
里短短几句话，折射出党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作
为青年出版人，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计得失
好好干，不计荣辱向前看，始终保持一颗强烈的责
任心做好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用勤劳的双
手、闪光的业绩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作为青年人，我们更应该树立自信心和国家
荣誉感，为祖国的繁荣感到骄傲。”商丘市睢县平
岗镇一中特岗教师任春雅说，时常为学生播放《大
国外交》这类的纪录片，为他们讲祖国的发展和逐
步强大，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奉献祖国的动力，热
爱知识，学习祖国的文化，把爱国精神从上一代的
青年再传承给下一代的青年，让青年更有思想，更
有信念，博学笃志，志存高远。

在新时代磨砺成自己的“英雄”

《给青年人的“一封信”》点燃了广大网友
为祖国、为自己打call的热情。青年一代谈理
想谈未来，满满正能量。微博网友“大 boss”
说：“唯有当今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容得
下梦想。”大河网网友“岳桦”说：“上个世纪的
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青年在国家危难时刻
力挽狂澜，青年和学生成为革命的重要部分
或领导力量。如今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我
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有着新使命。”

微博网友“幸运星”说：“正值青春，尽我所
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大河网网
友“晨露”说：“在你的面前是一方干事创业的
沃土，是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愿这个新时代
能唤醒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愿青年一代披
荆斩棘，磨砺成自己的‘英雄’。”还有网友表
示，踩在新时代的鼓点上，要做充满理想、本领
高强、责任担当的新时代有为青年，努力奋斗！

珍惜光阴，奋斗吧，青年

通过传统的“写信”这种交流方式制作成
新媒体产品，既体现出对青年的教育引导之责
任，又拉近了与普通网友之间的距离，而网络
开放互动的特点，则使青年人能够与主流媒体
面对面交流。大河网网友“陌上花开”留言：

“三位领导人的寄语句句珠玑，凝练有力，看后
深受鼓舞。作为青年人，不要在最需要奋斗的
年纪选择安逸，要珍惜光阴，奋斗吧，青年！”微
博网友“竹上行”也留言：“梦想是属于我们这
一代的，是属于青年一代的，为实现中国梦努
力奋斗应该是我们的理想和担当。”

这种“主流媒体生产内容，新媒体平台助
力传播”的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
了“1+1>2”的传播效果。网友“果木村”看后
留言说：“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我感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殷切关怀，我想每一位青
年学子都应该谨记这封珍贵的信，奋力向前。
未来、我来！”

网络反响

河南学子

天气渐冷，起床难、早饭难、锻炼难，成了不少大学
生的“冬眠症”。近日，中国青年网报道称郑州大学推出

“免费早餐工程”，鼓励学生早睡早起、吃早饭、勤锻炼。
有了免费早餐做“闹钟”，学生早起打卡充满动力，不少网
友点赞郑州大学的做法，建议高校可借鉴和推广。

免费早餐是种精神动力

今年是郑州大学推出“免费早餐工程”的第八年，
自2010年起，每学期都会选取一段时间，于每周一、
三、五早上6：30-7：10在操场发放“阳光早餐卡”，晨
跑800米或者晨读20分钟后，学生手中的“早餐卡”即
可兑换成价值3元的食堂早餐券。

郑州大学团委刘老师告诉记者，学校推出的“早
餐工程”活动每天都能吸引上千名学生自发早起，参
与其中。“学校每次限量供应 480份早餐券，先到先
得，如果是整个宿舍集体打卡，还可以额外获得一
元。只要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每周都会进行。”

活动在学生中间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每天领取早
餐卡的服务台前都会排起长队。大三学生杨光是连续
三年的“打卡专业户”，杨光说，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免费
早餐，更是为了找到一个让自己坚持早起的理由。大
一新生王梦瑶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活动第一
天，早上6点30分，操场上就有几百名同学在读书，还
有在慢跑运动，这种活动很有意义，我也会坚持下去。”

网友点赞期盼高校推广

@多妹妹妹妹星：很赞同这种方式，能够激发学生
早起锻炼和晨读的积极性，这种外在的激励方式能够
让那些有晨跑或晨读的想法，但总下不去决心，或因
为某些事情中途放弃的同学有了动力，希望我的学校
也能有某种类似的活动。

大河网网友“十里八”：平时很多同学喜欢睡懒
觉，在这个活动的激励下，不但锻炼了身体，还享受到
了免费的早餐，好的习惯需要慢慢养成。

今日头条网友“菜星艺人”：被窝是梦想的坟墓，
选择你要的人生，叫醒真正的自己，唯有快乐运动、健
康生活。晨气爽，莫负韶光，相约操场，让青春奔跑在
阳光下。

点评：大学生应养成良好的“修身”习惯

郑州大学社会学专家张明锁认为，早晨6点起床
洗漱、跑操、健身、早读，7点早饭，8点上课，这本就是
正常的大学生活。然而眼下不少高校学生的学习生
活是相当松弛的，而自由散漫的生活和放任自流的学
习环境是不可能造就出优秀人才的。学校纪律严明，
才能使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规范化、秩序化，为学生
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成才环境，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达到古人所倡导的“修身”境界。 （张楠）

免费早餐当闹钟，郑州大学
花式“叫早”获赞——

大学生变“早起鸟”
读书“修身”始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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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未来的自己
写封信

时代匆匆，梦想有多雄奇，中国
就有多美丽。2020年，中国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很近了；2035年，中
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
眨眼也能到。那时你多大？会在做
什么？不妨写一封信寄给未
来的自己，说不定梦想就实
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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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坚强电网 助推经济腾飞
——国网尉氏县供电公司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纪实

一连半个多月的绵绵秋雨，始终没能挡住
开封市尉氏县“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的脚步。

为全面落实国家电网公司电能替代行动
计划，国网尉氏县供电公司于国庆节前夕启动
了总投资近2亿元的“煤改电”配套电网工程。

“眼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煤改电’
战役正在尉氏全境打响，电力员工全员出动，
大干 40天，确保惠民工程在冬日取暖季到来
之前竣工。”国网尉氏县供电公司总经理高腾
飞说。

近几年，国网尉氏县供电公司电网升级改
造高潮迭起，日渐走向坚强的电网，“电”亮了
尉氏经济腾飞之光。

超前规划电网 主配有序无盲区

随着郑汴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到国家战略，区位优越
的尉氏县，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国网尉氏

县供电公司与时俱进，按照县里的发展战略与
产业布局，超前规划电网，做到电力先行。

2015年至今，公司紧紧抓住新一轮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大好机遇，打了一场电网
升级改造建设的翻身仗，创造了尉氏电网建设
史上的奇迹：3年来总投资完成6.23亿元，相当
于过去10年之和。承建的标准化台区被省电
力公司拍摄成教学视频在全省推广，并被中国
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系统内学习的示范
工程。农配网工程建设被开封供电公司评为

“创新实践工作亮点”，邢庄乡城角梁西台区新
建工程获得全国“农网百佳工程”称号。

“十三五”期间，公司还将计划投资13.82亿
元，新建110千伏以上变电站8座，扩建4座。
如今的尉氏县一跃成为全省为数不多拥有两座
220千伏变电站的县之一，供电能力实现翻番。

构建大安全体系 筑牢安全根基

国网尉氏县供电公司始终把安全生产作
为第一要务，狠抓安全责任制落实，建立了以
总经理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监督体
系，与基层单位签订了奖惩分明的三级安全
目标责任书。截至今年10月 18日，尉氏县公
司已实现内部考核安全生产天数 11336 天。

已经连续四年被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授予“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
位”称号。

电力精准扶贫 点亮致富梦想

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国网尉氏县供电公
司按照县里的脱贫计划，针对全县 64个重点
贫困村制订整体电力扶贫方案。去年以来，共
投资3221.46万元，实行一村一方案。向闫后
村、门楼任村等三个贫困村指派驻村第一书
记，建立“一户一卡”档案。今年3月 17日，尉
氏县邢庄乡甄家村村委会主任甄实现代表全

村群众将一面锦旗送到供电公司。他告诉大
家，自从村里有了坚强可靠的电网，村民致富
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有的想开个饭店，有
的想搞养殖，有的想筹建超市。是电力，让偏
僻贫困的农村燃起希望之光，让村民的心中生
长出梦想。 (郑亚亚)

尉氏县供电公司负责人慰问电网建设施
工一线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