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很多商业机构所声称的通
过注射干细胞抗衰老、重返青
春，或者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很
多项目都没有经过长期大量的
临床试验及可靠数据做保障，如
果盲目开展干细胞注射对患者
生命安全存在很大隐患。

许予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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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诠释感动，网友呼吁提名以身挡车护学生的女教师李芳“感动中国人物”

师德是老师灵魂深处爱的流露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网友的心，被他们深深打动

新闻事件：
走 进 今 日 济

源，你会听到这样
的新传奇。一群
当代“愚公”，接过
老愚公的镐头，撸
起袖子加油干，久
久为功。虽饱尝
失败之苦，但始终坚韧不拔。后变易方法，创制秘
诀，在不毛之地造就奇迹，移走苍凉荒芜，移来绿水
青山……2008年以来累计完成“困难地”造林10多
万亩，写就了愚公移山的新篇章。

文
明

当代“愚公”谱写生态新传奇

传播数据：

1亿

6 月 19日，本报头版头题首发
长篇报道《新愚公移山记》后，
人民网等央媒转载，河南日报
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全网推
送，覆盖人群超过 1亿人，引发
各界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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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6月 8日上午，

李俊贤丁大云夫妇
向洛阳黎明化工研
究设计院有限责任
公 司 捐 赠 300 万
元，其中 200 万元
作为博士创新基金
启动资金、100万元作为困难帮扶基金启动资金。李
俊贤是我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一、聚氨酯工业奠基
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组建了国家反应注射成
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0岁院士捐300万元设创新基金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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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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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娟华 王兴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网友“雪里青”：昔日愚公能移山，叩石垦壤感动

天。当代愚公绣绿山，石山林木树参天。

网友“阳”：这是我们河南老乡勤劳致富的典范，

愚公精神得到了延续。

网友热评：

5000
万

李俊贤院士的事迹6月8日在河
南日报客户端首发后，本报随后
连续报道，其中《拳拳科技报国
心》专访文章，@赵云龙、@河南
好网民等微博大V转发分享，覆
盖人群5000多万。

网友“开心就好”：这才是国家精神，他们是中华

民族的脊梁，致敬！

网友“暖阳微醺”：忍得清苦，耐得寂寞，甘于奉

献，向所有无言奉献的工作者致敬！

网友热评：

新闻事件：
6 年前，晓慧被

查出患了白血病；去
年，洛阳小伙杨斌与
她相识相爱，承诺照
顾她一辈子。不久
前，晓慧的身体状况
急转直下，杨斌不离
不弃，为筹钱他一天只睡三个小时。他们的爱情故事
媒体报道后，引发郑州全城爱心接力。杨斌倾尽所有
付出，不仅仅为一句诺言，更是对心中所爱最赤诚的
守护。

小伙守护患病女友感动一座城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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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首发后，截至6月20日
12点，记录杨斌与晓慧感人故事的
微博视频播放量达到 1228万次。
仅 6月 16日 13点 40分“人民网”
官方微博发布的报道就被转发
4036次、点赞46801次。

网友“熙一一一”：平凡的生活，朴实的情话，羡慕这

样的爱情。

网友“薇薇吖wzw”：愿好人一生平安！祝福你们

过了这关，余生被世界温柔对待。③5

网友热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向乐 贺志泉

6月 17日，郑州西区一场火灾的处置场，中原
区消防大队消防员刘祥团将一个仍在熊熊燃烧的
煤气罐抢出火场，用生命“抱火”扑救引来一片赞
叹。刘祥团的事迹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火
了，除了致敬和点赞，网友纷纷称他为郑州“抱火
哥”。抱起火罐的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些什么？6月
19日，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采访。

6月 17日 7时 50分，中原区消防大队富民路
中队接指挥中心调度称：郑上路与富民路交叉口
向西路北一简易房起火，中队立即出动 4辆消防
车前往现场。

刘祥团回忆说，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从简易
房外侧发现火和烟都比较大，而且当时简易房的
门是关闭状态，刘祥团带领队员对门进行了破拆。

“破拆之后发现里面的液化气罐还在燃烧，我
们通过观察发现里面没有被困人员，但火势很大，
最危险的是那个液化气罐有可能发生爆炸。”

“我发现水枪对液化气罐的降温和灭火效果
不佳，经过观察液化气罐没有爆炸的前兆，就决定
把液化气罐转移到安全地带进行处理。”说起当时
的心情，刘祥团说，“会有点
害怕，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是消防员的责任。”

“有一种职业素养叫善
良，为‘抱火哥’点赞”“河南
人好样的”，刘祥团用生命
抱出燃烧煤气罐的事迹在
网络上收获了无数网友的
点赞和好评。③5

用生命抱出燃烧的煤气罐

郑州“抱火哥”：
会有点害怕，但这是责任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康世甫 李鹏）
喜讯！6月 20日，2018（第三届）全国党报网站高峰
论坛在天津开幕，人民网副总裁宋丽云在开幕式上
发布了《2018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其中，
河南日报党报融合传播力综合排名在全国 377家党
报中居第八位，大河网在网站渠道传播力排名中居
第五位。

值得关注的是，河南日报的自有 APP 即“河南
日报客户端”，在党报各渠道传播力排行中位居第
七。河南日报借力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聚合新闻
客户端，在入驻 APP 这一渠道传播上排名较为靠
前，位居第八，河南日报官方微博也冲进二十强，排
名十九位。

据了解，为了科学评估党报融合发展提升传播力
的进程和水平，人民网研究院抓取了2018年 1月 1日
至 5月 15日全国三级党报报纸、网站、微博、微信、自
有新闻客户端、入驻聚合客户端的相关数据，对全国
377家党报的融合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其中中央级报
纸12家，省级党报33家，地市级党报332家。

在党报融合传播力综合排名前十名单中，人民日
报、经济日报、广州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
报海外版、南方日报、河南日报、河北日报、湖南日报
分列一到十位。

在网站渠道传播力排行前二十的名单中，人民
网、中国经济网、河北新闻网、山西新闻网、大河网、光
明网、京报网、广西新闻网、大众网、大洋网、海外网、
中国军网、华声在线、陕西传媒网、四川在线、长江网、
中安在线—中安日报、中国农业新闻网、中国江西网、
深圳新闻网分列一到二十位。③8

□本报记者 曹萍

“注射干细胞能够提高免疫力、抗衰老，能够治疗
癌症、糖尿病、脑中风等多种顽疾……”如今，关于干
细胞的各种宣传让人眼花缭乱，很多商业机构更是打
着干细胞的旗号开展了各种治疗项目。小小的干细
胞似乎成了人们重返年轻、延年益寿的“神丹妙药”。
干细胞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如何辨别干细胞治疗的
真伪？6月19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细胞，在一定
条件下，能够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具有再生成为各
种组织器官的潜在功能，被称为“万能细胞”。“‘万能’
却不能随意乱用！目前除了较为成熟的造血干细胞
移植治疗白血病外，其他干细胞治疗相关疾病的项目
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相关机构尚没有批准任何一个
干细胞产品直接上市投入临床使用。而且，患者参与
临床试验是不会被收取任何费用的。”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脑血管病医院院长许予明说。

许予明提醒说，“对于很多商业机构所声称的通
过注射干细胞抗衰老、重返青春，或者治疗各种疑难
杂症，很多项目都没有经过长期大量的临床试验及可
靠数据做保障，如果盲目开展干细胞注射对患者生命
安全存在很大隐患。”

在许予明看来，干细胞的相关临床研究作为医学
前沿课题，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
务之急是制定干细胞生产、储存、运输、移植的标准，
建立干细胞产业化的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干细胞的临
床应用，“包括干细胞治疗能不能用、怎么用、用于哪
些方面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有明确的规定，才能促进
干细胞治疗真正发挥出巨大作用。”许予明说。③5

2018全国党报融合
传播指数报告发布
河南日报党报融合传播力排名第八

抗衰老治顽疾 干细胞被赋予神奇功效

“万能细胞”真万能吗？

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人大工
委紧扣全区“四个中原”发展目标，围
绕中心、突出重点、克服难点，依法履
行各项职权，增强监督实效，不断提
升为民服务水平。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
机制。严格落实代表联系选民制
度、学习制度、视察调研制度等，完
善拓展代表履职平台，夯实代表履
职尽责的基础。二是深化“双联”活
动，密切服务群众。不断探索创新
工作机制，公开代表信息，加强代表
与群众的联系。定期接待来访群
众，听取意见和建议，了解群众关切
的困难和问题，切实为群众排忧解
难。深入村组、社区、企业开展社情
民意调查、走访低保户等活动，征集
各类意见建议。三是服务中心工
作，发挥监督实效。组织 3次人大代

表视察活动，对安置房建设、生态建
设、企业发展等重点项目进行考察，
集中座谈，为街道发展建言献策。
四 是 切 实 为 民 服 务 ，加 强 履 职 创
新。重视代表建议，召开专项会议，
制订方案，及时解决相关问题，确保
建议落到实处。为充分发挥代表参
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开展了老年
人权益保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专项视察，提高了村级组织换届工
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度。五是增强自
身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培训
力度，学习《宪法》等法律，以会代
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通过开展多种形式
的代表活动，推动了“双联系双评
议”活动深入有效开展，激发了代表
为民履职尽责的活力，不断创新特
色，打造亮点，务求实效。 (曹洪富)

今年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街
道党工委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在
辖区九个社区党支部中以推进“五个
一”工程，即每个支部新建一个宣传阵
地，培育一支特色志愿者队伍，长期关
爱一个弱势群体，改造一个老旧楼院，

每月开展一次群众文化活动。经过近
半年的推进实施，“五个一”工程取得了
卓有成效的成绩，解决了一批与居民
息息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服务
居民，拉近民心，改善民生，大大提升
了社区党支部的凝聚力。 (杨娟娟)

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纪工
委日前举办监察法专题讲座，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遵法、学法、守法、用
法，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通过街道区域化党建平台，邀请
有关方面专家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学
习体会，深入浅出的讲解监察法知
识，结合监察制度产生背景和发展的
历史、监察法立法相关专业知识等方
面，深入分析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

势，全面阐释国家监察立法的现实基
础、政治基础、法治基础，多层面、多
角度、全方位解读监察法，给广大干
部职工补足监察法知识短板。

街道还充分利用党员活动日、三
会一课、基层党校、社区大学等载体
广泛开展学习宣传监察法活动，持续
加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监察法的
理解和认识，推动监察法落地生根。

(钱东方 何锋)

须水街道人大工作注重实效 积极打造服务型社区党支部

经八路办事处举办监察法讲座

2018年7月1日至8月31日，河南高速
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驿阳分公司将对新
阳高速公路新阳-京港澳互通H匝道进行养
护改造专项工程施工，施工期间需要采取限
制交通的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现通告如下：

2018年7月1日至8月31日，新阳高速
公路新阳-京港澳互通H匝道封闭，其间，新

阳高速新蔡至武汉方向入口封闭、还请所有
车辆行驶至前方8公里k114+500公里处天
中收费站绕行。

限制交通期间，途经车辆要提前规划，
合理选择行车路线，途经驾驶人员要按照
交通标志通行，并服从交警指挥。

特此通告。
2018年6月 14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新阳高速公路新阳-京港澳互通H匝道
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当前，“三夏”生产正当时，开封宋都农
村商业银行把关注“三夏”生产、服务“三
农”经济作为工作重点。截至5月底，该
行累计发放“三夏”生产贷款62735万元，
有效满足了“三夏”生产各项资金需求。

该行通过开展“三夏大走访”活动，
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积极走访农
资销售商，掌握“三夏”资金需求，制订

“三夏”生产信贷资金投放计划。针对

“三夏”生产时间紧、任务重、季节强的
特点，优化流程，精简手续，畅通服务渠
道、优化服务方式，及时将“三夏”资金
送到农户手中。同时，大力推广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POS机及二维码支付等
电子银行业务，为种粮农户及从事夏粮
收购、加工和销售的商户提供了更加安
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全力保障

“三夏”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霍启鑫）

开封宋都农村商业银行：吹响助力“三夏”生产集结号

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玫瑰”：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李芳老师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为人师表，致敬！

河南省教育厅微信网友“孙志启老
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河南省教育厅微信网友“晶玉满
堂”：愿李老师您在天堂一切安好，相信

你是全天下所有孩子心目中的老师妈

妈，也希望您的这种美德和正能量会被

永远传播下去。

河南省教育厅微信网友“无忧公主”：
潸然泪下。我也是一名老师，每天陪着孩

子们成长。我相信，危急时刻身边还会有

无数个李芳老师。

新浪网友“河之虾”：请考虑将绿之风

希望小学改名为绿之风李芳希望小学，以

祭奠和表彰李芳老师，或者将小学前的那

条路改名为李芳路，激励后来者向李芳老

师学习，这也是尊师重教的一种体现！

新浪网友“此情可待”：危难时刻让出

生机，为人父母也不过如此。让我怎样感

谢你——当我走向你时，我原想收获一缕

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良师，既能雕

刻灵魂，又会护佑人生，他们的讲台又何止

三尺？

朋友圈网友“熊猫么么侠”：生死一

刻，除了至亲，唯有老师，会以命护你周

全。您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值得我们

歌颂，值得我们崇拜，值得我们铭记。

朋友圈网友“朱美哉”：生与死往往就

是一瞬间，但要作出这个选择，需要多少爱

的沉淀？师德真的是老师灵魂深处爱的流

露！向李老师致敬！

河南手机报尾号为5881的读者：这
位老师的爱足以惊天动地，请提名 2018年

感动中国人物。

河南手机报尾号为6812的读者：这
就是一线普通教师的写照，没有光环，没有

头衔，只有默默的付出。

河南手机报尾号为5579的读者：很
感谢您用生命捍卫着老师这个职业的神

圣，您去了，可是请您放心，孩子们的明天，

会由千千万万老师们守护着，未来的我们

一定会用努力用理想信念让这个职业燃烧

起来，请相信。③6

网
友
热
评

截至 6月 20日上午，在百度搜索输入
“李芳老师”能看到 530000条关于她的新
闻，“泪水”和“感动”是网友用得最多的词。

6月 11日，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
之风希望小学学生排队过马路时，一辆载
满西瓜的三轮摩托车急速冲来，护送学生
过马路的女教师李芳大声呼喊着挡了上
去，被她推开的 4 名学生受了轻伤，而李
芳老师却被撞飞，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

效，永远地离开了她挚爱的三尺讲台，年
仅 49岁。

李芳老师的事迹被河南日报客户端、
河南手机报、大河网、河南省教育厅微信公
众号报道后，迅速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
新闻网、新浪网、腾讯网等转发，新浪微博、
微信朋友圈更是被霸屏，网友跟帖如潮，盛
赞李芳老师是“新时代的李学生”，并推荐
参评“感动中国人物”。

新
闻
事
件

爱
国

关
键
词

诚
信

关
键
词

插图/王伟宾

扫一扫观看
视频和更多内容

曾经的造林“困难地”已满目苍翠 李俊贤 晓慧和男友杨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