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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有肉、情真意切，校长毕业致辞爆红网络

哪句话让你瞬间泪目

更多内容请扫二维码

□本报记者 杨万东 李鹏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
西。离开校园这个港湾时，师长们的哪句话
曾让你瞬间泪流？这些出自河南校长的“网
红”毕业致辞请了解一下！

“不要轻易给迟到几分钟的
外卖小哥差评”

“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
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请一定要大胆扶
起摔倒的老人，以暖心之举驱逐冰冷麻木。也
不要轻易给迟到几分钟的外卖小哥差评，人生
着实不易，宽容他人，也是在照亮自己。”

6月底，在黄淮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谭贞
这篇题为《未来已来，远方不远》的毕业致辞，因
中间这段朴实无华的话语被传到网络上，迅速
走红。有学生评论，“顺境善待他人，逆境善待自
己，是毕业时校长给我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记者联系上部分当时在场的师生，他们纷纷
表示，校长致辞时，台上台下很多人泪流满面。

“不苟且于当下和私利，要有
诗和远方”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在 2018 届毕
业典礼上的致辞开篇就充满吸引力。

“我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作为学长，我
想对大家说的是，你们要独立思考，用你们黑色
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担负
起自己的责任，不苟且于当下和私利，要有诗和
远方。”卢克平的话得体贴心，春风化雨。

金句贵在务实理性，回归初心。郑州大
学校长刘炯天在今年的毕业致辞中用了较长
篇幅阐释了郑大“求是，担当”的四字校训，与
毕业生共勉。

在他看来，“求是”是实事求是,包括探究规
律与真谛的过程，求真务实、格物致知的方法，
进一步就是科学素养与精神养成。“担当”是责
任担当，包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进步的使
命，对人生、对家庭、对事业的责任，进一步就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
怀。师生离别之际，这是知识分子“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的呼唤和期望，自然句句入心。

“不要心存侥幸甘做‘佛系青年’”

“今天你拿到的证书不能代表你将来的
学习能力，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甘做‘佛系青
年’，年纪轻轻就放弃了继续学习。”

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司林胜
抛梗不断，连爆金句，寄语毕业生们要做社会
人但不要“社会”，更别当“佛系青年”。

其实，毕业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它反而
是进步的开始。信阳师范学院院长李俊在今年
的毕业致辞中提及：“毕业”一词的英文是

“graduation”，从词根来说，并没有“完成”“结
束”的意思，相反，蕴含的是开始、进步之意。

那些或幽默或深刻的致辞，是临行叮嘱，
也是新旅程的锦囊，细细品味之后，在泪与笑
之间，总有那么一份触及内心的感动，陪伴着
毕业学子无畏前行。

在你离开校园时，师长同窗们的哪一句
话让你暖心至今？欢迎扫描二维码留言，晒
出你印象深刻的毕业季临别赠言。③5

新闻事件：
6月 28日 7时左右，郑州交警四大队二中

队百货大楼固定岗交警马子轩在巡查路口周边
情况时，发现有线缆垂落在马路上，车辆从此经
过时很危险。他找来环卫工人的大笤帚，毫不
犹豫地站在路中间将垂落的线缆举起来，充当
起“人体电线杆”，确保车辆正常通行。在电工
固定好线缆后，马子轩的托举时间已长达90分
钟，汗水浸透了他的警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明

一年一度的中招考试对每一个初三的孩
子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然而有一
个孩子，无奈错过了今年的中招考试。7月 2
日上午，同郑州星源外国语学校的校领导和老
师一道，大河网记者来到河南省肿瘤医院，探
望一位卧病在床的学生——杨航宇。

杨航宇就读于郑州星源外国语学校，是一
名初三的学生，2018年寒假，他被确诊为骨肉
瘤。学校领导得知情况后，发动全校师生和家
长为杨航宇募捐，在中招考试前后，一共筹集
到了347564.44元的捐款。

记者在病房里见到杨航宇时，他的脸色略
显苍白。老师把沉甸甸的捐款拿出来，除了成
打的百元现金，还有20元、10元，甚至1元的零
钱，很多同学拿出了自己的零用钱，希望尽微薄
的力量帮助他。除了捐款，杨航宇的班长朱文
丽还带来了全校同学写给他的信，足有上千封，
每封信都是大家对杨航宇淳朴而真挚的美好祝
愿。面对这些爱的捐款和信件，杨航宇感动地
说：“非常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关心，希望
我能快点好起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上学。”

杨航宇家境普通，父亲杨义俊是4S店的一
名汽车修理工，母亲待业在家。为了治病，家里
已经花费了20多万元，如果不是学校的帮助，一
家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更艰难的治疗之
路。“学校及时发动捐款，帮助我们一家人渡过
难关，我心里真的非常感动。”杨义俊说。朱文
丽告诉记者：“杨航宇品学兼优，很坚强，我在
微信上和他联系时，他只说是小手术，还说等
好了一定努力学习，考上理想的高中。”③5

平凡的你
不平凡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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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万

6月30日11时，央视新闻
频道播出《为保畅通 民警托举
线缆90分钟》的报道，讲述了
发生在郑州街头的感人一幕。
截至7月2日18时，仅微博播
放量已达到 340万次。人民
网、中国日报等媒体纷纷转发。

传播数据：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许峥

郑州民警：托举线缆90分钟

新闻事件：
6月 25日，濮阳大范围降雨，部分道路积水

没过膝盖。在濮阳市某小区附近，一位外卖小
哥提着外卖在快要及腰的深水里搀扶老人蹚水
过马路。虽然送外卖超时会被罚款，但这位刚
参加完高考、趁暑假出来勤工俭学的外卖小哥
觉得帮助别人更重要。

传播数据： 6月 27日 12时，“时间新
闻视频”微博将记录外卖小
哥感人举动的视频上传至网
络，引发网友关注点赞。截
至 7 月 2 日 18 时，相关视频
播放量已达到 20万次，全网
相关消息达到30.8万条。

濮阳外卖小哥：水中扶老人过街

新闻事件：
82岁的郑州市民张培基，退休后坚持 21年

搜集报纸上的党建和科普信息，制作“金水锦江
社区党建报”，免费向社区居民发放，截至2018
年 6月底已坚持 418期。“退休后，我就想用自
制报纸提高小区居民的思想觉悟，也给自己找
个精神寄托。”有28年党龄的张培基笑着说。

传播数据： 6 月 29 日，央广网推出
报道《河南八旬老党员坚持
21 年办“党建报”》，讲述张
培基的故事，随后吸引众多
媒体转载。截至 7月 2日 18
时，全网相关消息达 5.4 万
多条。③6

老党员：21年坚持办“党建报”

这是爱的主打歌
病房里的他收到上千封信和
34万多元捐款

30.8
万

5.4
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世龙 实习生 刘赟

6月 29日，河南省首个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前沿实验室——郑州大学与中业科技自然语言
处理联合实验室在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举行
科技成果发布会。

本次发布会重点推出该实验室成立半年来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Trycan人工智能混合
翻译平台”、“腕译”智能翻译手表、“小业”智能
聊天翻译机器人等，让人真切感受到产学研融
合带来的跨越。

开发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正是这一实验室
的“野心”。据现场专家介绍，真正的人工智能
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英汉互译，更是让冷冰冰的
机器可以感知场景实现意图翻译。

在日常交往中，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
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
而在翻译工作中，要想得到精准的翻译结果，会
话意图和语境的判别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工翻
译还好，可是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透过现象看
本质”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这就需要“真实意
图+语境”的意图翻译技术。

对于今后的发展，联合实验室将不断打
磨商业模式及商用场景，将人工智能翻译与
互联网、大数据深度融合，实现技术升级换
代。③6

河南首个自然语言
处理实验室发布新成果

融媒矩阵

近两年，河南手机报生“机”盎然，政务版、京华版、“两学
一做”版、能源煤化版等一大批分刊应运而生，开拓出拥
有1600万用户的掌媒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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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喜迎十九大领读新河南》

点击量达78.8万

春节期间推出短视频作品

《民间剪纸艺人黄亮娥眼中的“年味”》

仅仅17秒点击量破万
6月 28日上午，河南脱贫攻坚手机报正式上线，成为河
南手机报300余家子报子刊的新成员

1

更多内容
请扫二维码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琛 朱晓玲 葛思贤 张钧彦

6月 28日上午，河南脱贫攻坚手机报正式上线，成

为河南手机报300余家子报子刊的新成员。近两年，河

南手机报生“机”盎然，政务版、京华版、“两学一做”版、能

源煤化版等一大批分刊应运而生，开拓出拥有1600万用

户的掌媒大“家族”。在媒体转型的阵痛中，手机报缘何

生“机”盎然?

“人在哪里，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要
求。手机报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是传递党
和政府声音的重要渠道。2013 年 7 月 31
日，国家网信办在成都召开全国手机报（移
动新闻客户端）发展管理工作会议，推介了
四川经验，明确要求按“一省一报”模式大力
发展手机报。

河南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河南手机
报发展。2016 年 10 月，省委、省政府印发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特别
指出要支持新版河南手机报运营与推广。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多次对河南手机报
作出批示，强调手机报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党
报”，要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抓好手机报推
广工作。为切实提高党的宣传舆论阵地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与多方联
手开设新版河南手机报统付分刊。

手机报，缘何生“机”盎然

1600万
用户

今年春节期间推出的短视频作品《民间
剪纸艺人黄亮娥眼中的“年味”》仅仅 17秒，
发出后点击量快速破万，网友点赞：接地气
儿！原汁原味！“回乡偶拍”策划，发动读者
随手拍摄视频、图片上传，记录家乡的点滴
变化，活动开始后，点击量迅速超10万。

去年，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河南手机
报推出《“高”看河南》航拍系列作品，发送
8 期后全网点击量达 853 万；特别策划《喜
迎十九大领读新河南》点击量达 78.8 万；国
庆 长 假 特 别 策 划 —— 我 们 的 名 字 都 叫

“红”，点击量超过 98 万，转发量 63.4 万，
5.4 万名字中带有“红”字的网友通过网页、
读者圈、朋友圈留下自己的名字，讲述名字
的故事。

手机报像读者口袋里的阅读助手，在掌
媒时代的海量数据里，是最高效的信息获取
渠道。这样一位高效的助手，在如今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里，谁不需要呢？③6

通过近两年的分刊发展，河南手机报不
仅有面向全国的主报，更与各地各行业联手，
开设统付分刊，端出了一道道媒体融合大餐，
近百个分刊运行平稳，既叫好又叫座。

河南手机报“吸粉”的步伐已经跨出了河
南范围。例如，《河南手机报京华版》上线，
让远在北京的河南人也能第一时间获悉家
乡信息，助力京豫人才、信息等多方面资源
互动；《河南手机报能源煤化版》则依托河南
能源阵地，让远在青海等地的煤化生产基地
的工作者，即使在信号不好、通信不便的偏
远地区也能了解到时事新闻、行业信息、家
乡动态，做到有手机的地方就有手机报，就
有家乡的声音。

作为河南主流媒体的河南手机报，还发
挥自身优势整合省内媒体和用户资源，建立
了完善的细分规则，例如，VIP版直达全省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地市版有针对性地为本地
读者提供家门口的信息及服务，文化生活周
刊版为“文艺范儿”读者奉上副刊集合……
1600万用户按清晰的行业、年龄、爱好进行
划分，以便于最大限度地精准投放内容，达到
最好的宣传效果。

高效率的传播，得益于其与生俱来的优
势：手机报可以实现信息传播点对点，可以确
保受众准确接收到信息；不用下载任何软
件，信息就可以推送到手机上；可以根据不
同的人群进行信息的精准推送等。基于以
上特点，手机报成功占领了手机这个重要的
移动传播阵地。

在科技手段不断多样化的当下，河南手
机报及时更新技术、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短、
平、快等优势，围绕新媒体、新手段、新型传播
方式，适时推出有高度、有特色，贴近性强、受
众面广的策划和产品，广受读者欢迎。例如，
《河南新闻阅评》近期点赞河南手机报改革开
放 40 年报道先声夺人——《家乡变化抖一
抖》，15秒“抖”出家乡美；有高度的《“飞”跃
40年》，航拍俯视黄河大桥；有情怀的《穿越
40年》，看图讲故事，通过人们吃、穿、住、行
等生活方式的改变，折射出河南改革开放40
年来的发展成就。

手机报，离老百姓最
近的“党报”

精准投放实现高效传播

读者爱看的就是我
们要做的

“爆款”产品吸引更多流量

国庆长假特别策划——

《我们的名字都叫“红”》

点击量超过98万

河南手机报VIP版直达全省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地市版
有针对性地为本地读者提供家门口的信息及服务，文化
生活周刊版为“文艺范儿”读者奉上副刊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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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东土大唐圣僧：每个大学校长

都是优秀的教育家！

网友@THRESH639：校 长 告 诫 我

们要学会知足，更要学会知不足。学会满

足，更要学会不断充实自己。

网友@鸣小呆：忘了那年毕业季校长说

了什么，只记得当年我们还面庞稚嫩。即将

进入社会的同学们，不要辜负校长的期许！

看看校长们还说了啥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

请同学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自

己，恭喜你们C位出道！”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世界杯开始了，梅西心很累仍在坚

持，C罗压力大依然力求突破，希望

同学们能勇敢求真，不问西东。”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孙芳城

网友热议

制图/胡冰洁

●“Trycan人工智能混合翻译平台”

●“腕译”智能翻译手表

●“小业”智能聊天翻译机器人

本次发布会推出阶段性成果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杨航宇和同学一起看班级合影。②32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