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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环境保护，谈脱贫攻坚，说人才政策……一起来看看——

大河网友的河南两会“提案”

大河网评

微视频

“老家河南”重磅推出

□张悦

在河北邯郸鸡泽县黄沟村，截瘫直播“网红”郝盼盼

和妻子傅承君在亲友的见证下，“零彩礼”组成了一个幸

福的家庭。如此励志，可以说是引领婚姻新风尚的清

流。（1月22日中国青年网）
作为一种民间习俗，结婚时男方送给女方适当的彩

礼，象征着双方初步达成婚姻约定，同时寓意婚姻生活幸

福美满，未尝不可。近年来部分地区盛行攀比之风，婚姻

一方动不动就索取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天价彩

礼”，已经成为部分家庭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因婚返贫”

的怪现象屡见不鲜。

郝盼盼在打井工地工作时腰部受伤，造成高位截瘫，

腰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失去劳动能力以后，偶然间

发现了直播可以赚钱。一台手机、一个支架，郝盼盼开始

了直播“网红”生涯。按照妻子傅承君家乡河北的习俗，

丈夫婚前需要给妻子彩礼，但傅承君看着盼盼的状况，选

择以“零彩礼”嫁给他。这在当下其实并不罕见，“零彩礼”

正在渐渐地引领着婚姻观念的新风尚。

还记得多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

引发网友热议。而在很多地方彩礼犹如女方的“身价”，

彩礼越多意味着越有面子和风光，“待价而沽”的女性也

趋于物化、商品化。现代婚姻应倡导以人为本，摒弃那些

物质的考量和交易对价，应该注重爱情，强调和追求自

由、平等的感情，爱情的内在价值不应由物质去衡量。

郝盼盼和妻子傅承君的故事，恰恰成为一股能够引

领婚姻新风尚的清流。巨额婚姻花费不仅破坏了公序良

俗，更加不利于年轻人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和良好社会风

气的形成。彩礼既然有精神上的价值，就应该用文化上的

形式来补足。我们不强调用古人的方式进行现代的婚礼，

但应该推出更具实践意义的彩礼模式，给人合理借鉴。

可以说，简单、质朴、回归本心的婚嫁风俗，是当下年

轻人发自内心的渴求，也应该是我们新时代追求美好生

活的新风尚。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王双飞

他把剪纸当成爱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一把剪
刀，一张红纸，取舍之间，千变万化；他曾受邀为上合组
织峰会领导人制作肖像剪纸作为国礼赠送。1月22日，
微视频“老家河南”第二部作品《剪纸小伙》在大河网推
出，讲述了豫南泌阳小伙袁升科的故事。此前，“老家河
南”微视频第一部作品《南村彩陶人》在1月19日推出。

《南村彩陶人》

仰韶彩陶是中国先民在新石器时期创造的闪烁着
人类智慧的重要器物，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故仰韶
文化又享有“彩陶文化”的盛誉。

河南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线条流畅、图案绚丽。
渑池南村的彩陶工匠们，根据老辈人留下的制陶经验，加
上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还原出了仰韶彩陶的真实面貌，把
远古先民的智慧结晶再次完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剪纸小伙》

剪纸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有剪、
刻、撕、烧、凿等技术手法，常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民
俗活动中，为民间所喜闻乐见。

豫南泌阳小伙袁升科的剪纸作品既继承了传统文
化元素，又符合当代审美。从传统节日、十二生肖、花
草树木、古代碑刻、logo设计到人物写实剪纸，题材非
常广泛。2015年，他还受邀为上合组织峰会领导人制
作肖像剪纸，受到好评。

“老家河南”

“老家河南”微视频工程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委外
宣办组织实施，征集公告自2017年 10月发布以来，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截至目前，共收到作
品300多部。经过精心制作和挑选，首批推出的有展示
仰韶文化的《南村彩陶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小
伙》《我的泥土会唱歌》、河南新青年《我是跑男“乔帮
主”》、良好自然生态的《大天鹅美峡》这5部作品。

据悉，所有作品将在大河网开设的“老家河南”微
视频官方征集平台(https://zt.dahe.cn/ljhn6/)首发，
并在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微博、微信公众号、腾讯视
频、优酷视频、爱奇艺、搜狐、新浪等多个平台推出。

让婚姻观念回归“本心”

身处互联网时代，人们借助网络传播自己的观点已是家常便饭，对于河南两会这样的开年大事，网友们更是纷纷发表

个性化、多元化的建议。从1月3日起，大河网便联合河南人大网、河南省政府网在大河论坛发起题为“您的呼声 河南省

两会听得见”的网络调查。截至1月22日18时，该话题点击率已达215万，网友纷纷跟帖评论。每个人的声音，都饱含着

对家乡河南越变越好、越变越强的期盼。希望河南的天空越来越蓝，河南的魅力越来越大，河南的人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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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政策】

大河网网友“极品大仙”：人才，对于一

个地区的未来至关重要。去年，我省很多地

方都抛出了非常诱人的人才新政，尤其以

“智汇郑州”为代表。不得不说的是，要推动

河南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流的人才和

高端的工作岗位缺一不可。目前人才新政

的重点在于对人才的吸引，那么下一步的重

点，就是如何通过优质就业机会和软环境提

升来把他们留下来了。河南历史上很多时

候都是中国的人才高地，希望当下更多人才

的涌入，能够让河南未来更美好。

【教育资源】

大河网网友“车来车往”：祝贺郑大河大

入围“双一流”建设高校。没有谁的幸运是

凭空而来，只有足够努力，才会足够幸运。

河南考生太不容易了，丰富省内高等教育资

源，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才能让他们的每

一份付出，都有回响。加快“双一流”建设，

让河南不再“名校荒”。

大河网网友“兰心”：孩子今年就要上幼

儿园了。去年夏天看到好多“入园难”的消

息，我也未免有些焦虑。的确，现在的孩子

上幼儿园要排队等，许多幼儿园要亲自面试

孩子和父母，还有更多五花八门的方式……

希望政府能够更加规范幼儿园招生方式，均

衡优质幼教资源。

【其他】

大河网网友“哥有个传说”：物业管理关

系着千家万户，但是现在问题很多，比如曾

经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就很不规范，经常有

外来人员在小区居民楼道贴小广告，甚

至上门推销。去年的河南新物业条例让

我很欣慰，法规虽健全，我最期待的

还是相关部门能够妥善地把它落实

到执行层面，只有落实了的条例，才

能真正让群众感受到效果。

大河网网友“百慕大正方形”：
现在的人结婚负担太重了，许多人

结婚不管是嫁妆还是彩礼都追求

“万紫千红一片绿”。希望政府能

够加强引导，促进结婚风气的移

风易俗。

大河网网友“只怪我太帅”：建
议政府加大对优质产业项目的创

引，多措并举带老百姓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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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刘刚认为，议政和参政是每个
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进入
网络时代后，广大网民自觉地
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作用走进了
网络参政议政行列中。

网络民意的本质是群众权
利的表达和维护。通过网络，
群众把现实中不能解决或不易
解决的事情公之于众，以寻求
同情和支持，从而引起注意，寻
求解决。网络民意具有实时
性、快捷性、互动性的特点。一
些在传统媒体时代根本不会引
起注意或难以进入公众视野的
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可能一夜
之间成为热点新闻。网络民意
参与主体多元和话题多样化使
得广大群众包括一些弱势群
体、边缘群体能够发出声音，促
进了政府与群众之间良好的信
任合作关系，缓和了由于表达
不畅导致的民意危机。

刘刚表示，网络民意完全
不等同于民意，尤其是在某些
涉及非网民群体的问题上，因
为网络民意反映的是“网民的
意见”，而不是“人民的意见”。
网络民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因此要适当评估其科学性。

专家观点

网络民意的本质
是表达群众权利

【居民增收】

大河网网友“柠檬没有皮”：近年来，河

南确实在居民增收这方面做出了切实的努

力。我认为要把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

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这七

大群体作为增收的重点；再一个希望能提高

在一线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待遇，给他们政策

倾斜。另外，希望政府在 2017 年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不断增加居民

收入，争取让我们老百姓钱包越来越鼓，腰

板越挺越直。

【房价调控】

大河网网友“高山流水”：住房啊，住

房啊，住房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去年

我所在的城市进行了多轮调控，效果还是

有的。作为“90 后”，我多想凭一己之力买

房，减轻爸妈的负担，但自己买房还是有很

多困难。住房保障建设势在必行，建议廉

租房、租购同权等政策能够更加深入地推

行，让更多的河南人买得起房子，安居方能

乐业。希望咱们河南房价调控的力度再大

一些吧。

【交通拥堵】

大河网网友“93鹏鹏酱”：我最关心交

通。郑州机动车保有量为 300 万，在全国都

排得进前七啦！如何更好利用现有的交通

状况，既给大家出行以方便，又能节能减排、

减少尾气污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说

去年 12 月份的单双号限行成效显著，但解

决交通拥堵问题，不仅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另一方面应加强对路边停放汽车的管理，有

的路段本身就窄，再一停车，道路“缩水”就

非常严重。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公共交通

的大力发展，也会让我们的城市多一份安

心，少一份堵心！

【食品安全】

大河网网友“折颜”：希望吃的能再放

心一些。作为宝爸，前天刷微博看到学校门

口的“三无”小食品的生产过程，着实让我捏

了一把汗。我建议要加强食品安全源头管

理，加大抽样检测力度，增加抽检频次，强化

风险管控，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吃得健康。同时，希望做好食品安全方面的

科普工作，让百姓能够分辨出哪类食品存在

安全隐患，从而将问题食品情况及时提交有

关部门。

【医药费用】

大河网网友“糖豆甜心”：期待能全面取

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我记

得去年省医改办、省卫计委等 9 部门联合印

发了《河南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推行

“两票制”实施意见（试行）》，以规范药品流

通秩序，压缩流通环节，降低虚高药价，保障

城乡居民用药安全。说明我省公立医院全

面取消药品加成的改革已经在

路上，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在

不断加强。

【一带一路】

大河网网友“陆贰壹叁”：曾经我一直

以为大的国家政策、方针与我们的日常生

活 关 系 不 大 ，然 而“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推

进，切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变化。欧洲的

乳制品、奢侈品等高品质产品进入中原市

场，这样一来，我海淘再也不用费心找代

购，担心产品质量如何了！同时我们河南

的特色产品、高端制造和高附加值农副产

品也能打入国际市场。总之是希望更多

互 惠 互 利 的 政 策 抓 紧 落 地 ，以 方 便 我 们

的日常生活，将具有河南特色的名片送至

全球！

【打虎拍蝇】

大河网网友“无影有踪”：周末从大河

网看到新闻说去年河南“打虎拍蝇”4487人，

这一努力值得肯定。我希望能继续加大“打

虎拍蝇”力度，只有使那些嚣张猖狂，无视党

纪国法之徒无处遁形，才能保证国泰民安。

持续推进高压反腐，更加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的八项规定精神，才能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

不断深入。希望每一位公职人员都能拥有

“不想腐”的态度与决心。

【环境保护】

大河网网友“赵地”：最关心的是大气、

水源等环境保护，如今每个月都会遇见雾霾

天，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也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希望党和政府下大力，手腕硬

起来，解决好环境问题。另外，希望可以增

加投放环卫力量，街道、商户认真搞好卫生，

让居住环境更加整洁干净。期待每天起来

窗外都是蓝天白云的日子！

【脱贫攻坚】

大河网网友“一人花败”：建议增加基

层两会代表的数量，特别是身处脱贫攻坚一

线的人们！他们能够传递贫困地区老百姓

的声音，他们能够指出我省脱贫攻坚实践中

的不足之处，也能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推广出

去。有的地区贫困，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努

力，而是缺少高效的增收渠道和更多深入基

层、对基层了如指掌的脱贫干部。总之，希

望河南扶贫工作更上一层楼，区域发展更加

平衡。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何心悦

扫码说出你的两会心声
与朋友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