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近日，河南两名男子分别在河南省兰考
县与湖北省汉川市勇救2岁女童的新闻在网
上火了。网友纷纷为他们的英雄义举点赞，
并称赞他们是不穿斗篷的超人。

河南两男子分别在两地救人
5月 19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南彰镇，一

辆三轮车飞速冲来，一个2岁女孩挂在车把
上号啕大哭。眼看车将撞上墙，兰考男子飞
身撞停三轮车，救下幼童。

“事发时我正在自己的电动车店门口
修电动车，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抬头一看，
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上竟挂着一个小孩，正
快速地向墙根驶去。”袁绪豪回忆说，我啥
都没有想，就直接撞上去了，跟那个三轮车
撞了一下。

据了解，袁绪豪面部受擦伤较重，门牙
松动两颗，一颗牙被摔掉一块，身上多处擦
伤，目前仍在治疗中。

5月20日上午，在湖北省汉川市，一场

大雨中，一辆半挂车和一辆轿车发生碰撞，
轿车内一两岁多小女孩被当场甩出车外，躺
在马路上。危急时刻，与朋友开车路过的河
南小伙儿段景华冒着暴雨将小女孩救起，并
与朋友连闯红灯将孩子送往医院。最终，孩
子因救治及时转危为安。

段景华回忆说，他坐在副驾驶上，模糊
地看到前边路面上像是躺着一个孩子，孩子
的手臂还在颤动，他就赶忙让朋友停车，冒
着大雨从车流中跑了过去，这才确认地上躺
着的是一个两岁多的孩子。“那条路是一条
省道，有不少过往的大货车，要是再晚一些，
对面的车就很可能从孩子身上轧过去了。”

不是所有超人都穿斗篷
大河网友“武汉滴哥古阿乐”：虽然没有

钢铁侠的钢甲，但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撞停

三轮车，这是钢铁侠无误！超级英雄不是活

在电影里，他们就在身边，愿我们的这位“超

级英雄”能够早日康复。

百度网友“不死鸟——洞庭小鱼儿”：为
勇敢的河南汉子点赞！不过带小孩的大人

还真是要用点心，那可是千钧一发的险境。

腾讯网友“孔雀王子”：不是所有的超人

都穿斗篷！我记得好像河南省曾被评为中

国最具有正能量的省份！坏人不常见，但是

好人无处不在。河南好汉，我和岳云鹏一起

给你点赞。

河南人，中
大河网友“冉冉纶”：真男人！三轮车撞

身上，我光看就觉得疼……必须给英雄点

赞，祝好人一生平安。

今日头条网友“匿名沃友”：我是吉林桦

甸人，在郑大读完研究生就留郑州工作了，接

触下来才知道，河南人热情朴实，有个啥事特

别热心，公交车让座不含糊，街头问路不含

糊。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普普通通的河南

人，这些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他们并非做

了感天动地的大事好事，而是做自己的工作

能赢得赞誉，这也是河南人“中”的表现。

中原沃土育文明
“朴实无华的河南人，乐于助人的河南

人，勇于拼搏的河南人，乐观进取的河南
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刘英基说，近年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河
南人面对疾驰而来的火车、三轮车，面对冰
冷的湖水，面对炙热的熊熊烈火正在夺走
他人的生命或财产时，奋不顾身，挺身而
出，情急之下彰显英雄本色；面对贫困孱弱
的老人和孩子，河南人愿意用自己粗糙的
双手悉心照料；面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解
决的科学难题，又有河南人挑灯夜战、实验
调研的身影。正是这些河南人本色的呈
现，让一个又一个“形容词”出现在“河南人”
三个字的前面。

刘英基说，无论是汉川车祸后河南人
伸出温暖之手，还是兰考的“钢铁侠”化
身，都是众多河南人优秀品质的表现。新
世纪以来，随着河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加
快，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感
动中国”人物几乎年年都有河南人上榜，

“中国好人榜”河南人高居榜首。原因是
什么？中原沃土育文明，中原文化展新
风。随着新时代、新风尚和河南人的继续
努力，更多的“感动中国”人物将在河南人
中产生，更多的河南好人将会登上“中国
好人榜”。

□大河网记者 张楠

温情：每幅画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

5月 21日，大河网记者联系到了吴薇，
得知这份特殊的毕业礼物在网上“走红”
后，她说：“临近毕业，感怀三年，希望能赠
送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留给学生，让他
们日后想起来时，会感受到美好和温暖，知
道有人时常惦念他们。”2015年，吴薇到河
南机电职业学院工作，今年毕业的学生是
她带的第一批毕业生。

吴薇平时很喜欢画画，“近百张明信片
中有一部分是去年零零散散画的，今年这两
三个月画的多一些，因为画画的时候，内心
很平静美好，想把这份心情借用手绘明信片
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让他们日后看见这些画
的时候，感受到温情。”吴薇说，这些手绘明
信片代表独一无二的学生，每一个都不一
样，背后摘抄的论语能起到警醒督促作用。

除了手绘明信片，“毕业礼盒”里，还藏有
其他“温暖”，书签代表读好书，图案由吴薇自
己拍摄，背后印制的橡皮启示，意在告诫同学
们踏入社会，要学会擦去社会的污垢，同时磨
平自己的棱角，真正融入社会；手折玫瑰代表
热爱；车票代表祝福；糖果代表甜蜜。此外，
一封信《和这个世界谈谈我的学生》是吴薇这
三年的感悟以及想告诉学生的一些道理。

感动：老师的鼓励会一直相伴

收到这份珍贵的毕业礼物，学生们很
感动。

“大学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感谢学校，
感谢吴姐，让我的记忆生动深刻，充满怀恋。”

“时光匆匆而逝，即将告别，但无论走到

哪儿，都将不忘师恩，争取为校争光。”
“我们大学时光中唯一的女神，这份鼓

励，会一直相伴。”
……
当全班学生集体合唱歌曲《再见》和她

道别时，吴薇泪目，“对于学生毕业，一方面，
我比较不舍和难过，因为无法再陪伴他们，
亲身分享和感受他们的快乐和成功；另一方
面，也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学生长大了，可
以用自己的力量报效社会，这是作为一名教
育者最高的期盼。”

校方表示，学校一直注重德育和人文关
怀，时常让辅导员老师将立德树人贯穿到学
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吴薇老师对待学
生这种暖心的行为在我们学校不是第一次
了，像吴薇这样的辅导员和老师，我们学校

还有很多，大家都在用爱的不同方式诠释着
当代教师的师德师风。”希望这种正能量能
传递出去，让所有的老师都做学生心灵上精
心施工的工程师，以德立教、以身示教。

网友: 让教育更有温暖的味道

大河网友“待到山花烂漫时2018”：有这

样有爱心负责任的好老师是每个学生今生的福

气！同学们，且行且忆且珍惜！为老师点赞！

腾讯网友“小猪佩奇有话说”：又是别人

家的辅导员，有爱心，这样温暖的举动值得

其他学校学习和发扬。

百度网友“山茶花”：高校本应弘扬这种

“人文关怀”，将情感融入教育，让教育更有

温暖的感觉。

□大河网记者 宋向乐

“套路贷”的“借款”是被告人侵吞被害人房产、财产的
借口，所以“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
物之实。5月22日，大河网记者从新郑警方获悉，新郑市公
安局民警跨省千里追踪成功将一个“套路贷”团伙端掉，27
名嫌疑人落网，这也是中原地区首次打掉的“套路贷”团伙
案。在此，大河网记者为您揭秘“套路贷”惯用套路，提醒各
位网友不要上当。

2016年 7月份一个朋友要结婚，刚上班不久的赵先生
手头突然有点紧张，随礼想找人借1000元，在“善解人意”
客服人员的诱导下，赵先生的贷款逐步在加大，贷了又贷，
还了又还，还不清的利息，还不清的贷款，慢慢地出现了“以
贷款养着贷款”，赵先生甚至算不清违了多少约，贷了多少
款。在反反复复的催款还款的日子里，赵先生如同掉进了
无底深渊，直到有一天网上的客服告诉他，贷款已经累计
150多万。

原来一直和蔼可亲的借款人露出丑恶的嘴脸，在威胁
恐吓还钱的同时，告知赵先生已
经委托律师到法院起诉他，拍卖
他父母帮他买的车子和房子。

“套路贷”惯用套路有哪
些？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陷入“套
路贷”陷阱？“套路贷”又涉嫌哪
些犯罪？请扫码，了解详细内
容。

点击事实

□大河网记者 何心悦

5月23日，微博上一则视频引发网友热议。视频显示，
河南禹州市一所中学突然断电，而视频拍摄时间为5月19
日，离高考只剩半个多月了。高三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点
着蜡烛在教室里学习，他们刻苦拼搏的状态让他们的老师
和网友都很感动。

“看到自己的学生都这么努力，我的内心是很欣慰的，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高三了嘛，离高考只剩半个多月的时
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完全可以多学很多东西，对于他们
以后的人生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他们自愿要求挑灯
夜读。学校也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统一为他们购买蜡
烛。”该中学老师说。

加油青春！愿努力不被辜负
今日头条网友“心若海洋904”：高考加油呀，你们是最

棒的！我高考是十年前了，记得当时一边读书一边瞟几眼

我理想大学的照片，虽然后来高考没考上吧，但我研究生从

那里毕业好多年了，想到那时的场景，好感慨呀……

大河网友“玛丽安特曼”：记得高三停电的时候，大家全

都跑出来，站在楼道上，吆喝着年级主任的名字，一遍一遍

的叫声响彻校园，那时候真的很幸福啊。

网友“Mr___J先森”：愿努力不被辜负，愿希望都能

成真！看着像是自己的母校，以前也是这样。虽然没有停

电点蜡烛学习的经历，但青春期也是一样地拼搏，一样地努

力着。

腾讯网友“是ZED”：同学们好刻苦！就是学校能不能

为断电做点预备措施，点这么多蜡烛，学生又在看书，安全

第一吧！

网事聚焦

中学断电高三生自发秉烛夜读

网友：愿努力不被辜负

同学们抓紧时间，秉烛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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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热点

河南两男子分别在河南省兰考县与湖北省汉川市救人，网友热议——

超级英雄不是活在电影里 他们就在身边

“套路贷”惯用套路
大揭秘

扫码揭秘套路贷

河南一高校美女辅导员手绘94张明信片赠学生，网友点赞——

情感融入教育 这种感觉很温暖

焦点报道

一张张饱含深情的手绘明信片。

网聚观点

专家观点

近日，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机械工

程学院2015级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

业的94名毕业生，收到了辅导员吴

薇赠送的一份“特殊”毕业礼物——

手绘明信片，每张明信片还写满了殷

切希望和深情祝福，被学生赞为“最

走心”毕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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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侦部门转隶后，原阳县人民检察院采取三项措
施做好善后续工作，确保全院工作平稳有序高效开
展。一是资产移交落实到位。由分管领导统筹安排，
对公务车辆、办公办案装备等设施逐一审核，登记造
册，细化到人，明确移交时间表、责任人，做到应交尽
交，清查资产，把好保密关。全面清查转隶部门的资
产，并对涉及办案和保密的各类电脑、电源、相机、视频
干扰器和保密KEY等进行登记归类，确保人员转隶后
其保管的保密设备及时移计财部门统一管理。二是涉
密文件规范管理。对在手未侦查终结案件，确定检察
院专人专柜保管，对已结案件，档案部门会同承办人逐
一核对归档，尚未起诉判决的案件，由档案部门将卷宗
先行受理，等判决生效后，及时归档。同时，院保密部
门对自侦部门办公室逐一清查，对办案过程中产生的
各种材料进行涉密处理，确保不发生涉密事故。三是
办公场所重新划分。充分合理利用自侦部门遗留办公
室，按照工作性质及人员分布将其调整为侦监、民行办
公室。同时根据司法责任制要求，以员额检察官办案
组为标准，对全院业务部门办公室进行微调。通过精
心组织，较短时间内就将办公桌椅、办案电脑及网线调
整到位，确保全院办案工作不受影响。 （夏兴宇）

近日，南阳桐柏县检察院组织中层以上干部，组成帮扶工作
队，前往贫困村大河镇石佛寺村、黄庄村开展精准扶贫慰问活
动，向结对帮扶的贫困户送去生活急需的面和油，让他们深切感
受到检察机关的温暖与关爱。该院帮扶干警为贫困户送去慰问
品的同时，与他们亲切交谈，并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
况，鼓励帮扶家庭坚定信心，勇敢面对困难。贫困户对于给予的
关心和慰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会继续努力。据悉，该院从
去年开始，在院党组成员的带领下，走进贫困户家中，与他们亲
切交谈，询问贫困户的家庭收入状况、生活状况、孩子就业就学
情况以及来年的打算，并向他们宣讲政府的扶贫政策、惠民措施
以及脱贫战略，帮助他们积极开拓致富门路，早日过上幸福美满
的日子。此外帮扶责任人还与扶贫对象共同商讨了2018年的
脱贫计划，宣讲了扶贫政策，并细化了帮扶措施，积极督促产业
帮扶项目及扶贫政策的落实，建立帮扶长效机制,扎实推进产业
扶贫、项目扶贫,力争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物质与精神双双帮
扶，干警与群众心心相连，双重暖流为贫困户祛贫，传递凝聚脱
贫攻坚正能量，谱写检群鱼水情的新篇章。此次慰问活动把温
暖送到了贫困户心中。 （周闻胜 郭冬冬）

为确保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郏县龙山街道办党工
委通过细化责任、开展汛前排查、强化应急物资储备、严格
24小时值班制度四举措打好防汛抗旱组合拳。目前，该街

道组建了150人的抗洪抢险民兵连、450人的应急抢险小
分队，各类应急物资已储备完毕。

（张素霞）

卫辉市农林局长期以来大力弘扬廉政文化，形成浓厚
的廉政文化氛围。一是抓好廉政教育，增强廉政文化的吸
引力。定期组织收看教育片、举办知识讲座、党员干部讲党
课等廉政教育活动，使廉政文化深入人心。二是树立典型，
通过学习身边优秀党员干部先进事迹，增强廉政文化的亲
和力感染力，通过反面典型“以案促改”达到警示、震慑的作

用。三是抓好宣传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渗透力。借助微
博、微信、电视、广播等媒体广泛宣传党规党纪、及时公开廉
政文化建设的最新动态、工作亮点等。四是在机关布置廉
政文化阵地，通过悬挂廉政格言，及寓意深刻的警示漫画，
使干部群众在工作之余，能够且思且悟，感受廉政的意义和
文化的力量。 (付倩雯)

“讲得真好，让我对新宪法有了全面的了解。”长葛市长兴
办事处副主任朱万成说。近日，长葛市司法局、长葛市依法治
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在长兴办事处举办“不忘初心宪法
宣讲进行时”宪法宣讲（长兴专场）报告会,许昌学院法政学院
副教授侯方受邀进行《宪法》宣讲。许昌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乔中彬、长葛市司法局局长张同岭，长兴办事处全体班子
成员、机关干部、辖区各居委会社区两委干部共计100余人参
加了本次宣讲报告会。宣讲会上，侯方通过真实案例与宪法条
例相结合为全体人员讲述了宪法的重要性以及在实际生活中

的应用，讲解了历次宪法修改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阐述了
我国现行宪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
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
本次宣讲活动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为主题,通过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宪法信仰的崇尚者、宪法精神的弘
扬者、宪法权威的捍卫者、宪法实施的推动者。 （张肇航）

桐柏检察院下乡精准扶贫暖人心

采取三项措施 做好转隶善后工作郏县龙山街道打好防汛抗旱“组合拳”

卫辉农林局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不忘初心 宪法宣讲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