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事件：7 月 20 日 15 时
左右，一名 26岁的郑州小伙
匿名通过外卖平台下了一
份订单：599瓶饮用水。备
注栏里写道：“地址随便填
的。平时有外卖小哥来
了，给小哥带上几瓶，遇到
环卫工人了就送几瓶。”截
至 7 月 24 日 17 时，这位爱心
小伙购买的饮用水已经赠送出去
300多瓶。7月 25日，外卖平台和便利店商家也决定为
户外工作者提供茶水饮料，让爱心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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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4日 21时 10分，“河南商
报”头条号以《这份暖心匿名订单要
火！郑州 26 岁小伙花 1192 元买
599瓶水送环卫工》为题首发报道。
此后，多家媒体关注并转载。截至7
月 25日 17时，全网关于“郑州小伙
匿名点外卖送环卫工”的信息达到
3950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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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0日 20时 06分，焦作市公
安交警支队官方微信公众号“焦作交
警微发布”率先推出有关报道，随后
焦作晚报等媒体跟进。7月 23日 16
时 30分，“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转载
有关报道。截至 7月 25日 17时，仅
微博上关于“焦作市民点200份绿豆
汤送交警”的视频播放量已达到 172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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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连日来，焦作市
气温居高不下、酷暑难耐。7
月 20日 15时 30分许，在交
警们挥汗如雨地指挥交通
时，几名“外卖小哥”送来
的特殊外卖，让众多交警
感受到了别样的清凉和感
动。原来，爱心市民王先生
为交警点了60份绿豆汤，而店
家了解到王先生用意后，又自备
了 140份绿豆汤，由快递小哥送往市内各交通岗亭和主
要路段。

新闻事件：7月 15日，新乡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监
护室护士珊珊在给一名车
祸中受重伤的病人盖被子
时，被病人毫无征兆地死
死咬住胳膊。当时珊珊吓
得脸色苍白，但由于担心碰
掉病人身上的插管，这名年
轻的护士没有挣扎。直到医生
过来给病人打了一针镇静剂，病人
才松开了牙齿。此时，珊珊已咬着牙硬是挺了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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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599瓶水送环卫工

工作中被病人咬住胳膊
新乡女护士咬牙硬挺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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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日，平原晚报刊发关于
护士珊珊的暖心报道，并引发媒体
关注。截至7月25日 17时，全网有
关“护士珊珊被病人咬住 硬挺 3分
钟”的信息达6300余条。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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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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暖心事
满满的正能量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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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晓玲 贺韦卫

近日，河南手机报“圆梦行动”在网上持续引发热议，
很多寒门学子留下求助信息，也有不少读者纷纷表示要
参与活动，做“圆梦天使”资助这些孩子。河南手机报成
了连接寒门学子和爱心读者的一个桥梁。

河南手机报“圆梦行动”因爱心读者张兰云而起，今年
已经走到了第三季，每年，张兰云都会拿出12万元资助数
十名贫困学生。3年来，河南手机报采访组走访贫困学生的
路程已经突破2万公里，“圆梦行动”
资助学生100多人，越来越多的爱心
读者加入“圆梦行动”。

目前，河南手机报“圆梦行动”
第三季正在进行，如果您想获得资
助或者想资助贫困学子，请扫描右
方二维码，留下您的信息。③5

河南手机报“圆梦行动”
助力寒门学子圆梦

河南大学教授 王星霞

教育局局长是政府教育改革意志的

宣传者和执行者，也是本地教育改革行动

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河南地市教育局长

用视频海报的形式，在微信朋友圈为学生

资助政策代言的行动，是开学季来临之前

对学生资助政策的有力宣传，体现了河南

省教育行政部门落实教育惠民政策、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③4

我省18个地市教育局局长发视频为学生资助政策代言获央媒和网友点赞

局长“喊话”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点击事实

网聚观点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会增 何心悦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而 失

学。”从 6 月 30 日

至 7月 27 日，我省

18个地市教育局局

长及 10 个省直管

县（市）教育体育局局

长，纷纷为学生资助政

策代言，通过每天发布

一期10秒钟的教育局长代

言短视频，和一篇介绍当地学

生资助工作的图文集锦，全面

宣传贯彻落实国家及我省各项

学生的资助政策。

该活动由河南省教育厅发

起，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河南省教育厅新闻办联合大河

网制作推出，吸引了多家

中央级媒体的关注，

获网友纷纷点赞。

截至 7月 25日下

午 5 点，经大河

网·大河舆情

研究院测算，

该系列报道传

播总量已突破

600万。有关

专家认为，这

次活动体现了

河南省教育行政

部门落实教育惠

民政策、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决心。

谈 起 开 展
此项活动的原因，

河南省委高校
工 委 专 职 副
书 记、省 教 育

厅党组副书记郑
邦山介绍：“学生

资助是重要的保民
生、暖民心工程，是教

育脱贫攻坚和促进教育
公平的重要政策措施。我

省在总结工作经验、征集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隆重推出了

这一视频代言活动，并辅之以全
面系统的图文介绍，力图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学生资助政策
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由于制作精美、图文并茂、方便浏

览，视频海报一推出即刷爆朋友圈，并吸
引了多家中央级媒体关注。

7月9日，中国教育报在头版以《河南
18位教育局长代言助学政策》为题推出报
道；7月 12日，工人日报以《“大白话面对
面”接地气 河南：18位教育局局长“代言”
助学政策》为题，在头版进行报道。工人
日报点评道：当地舆论认为，教育部门领
导干部公开“喊话”，不仅是政策宣传的创
新手法，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尤其是
从之前“不露脸不见人”的“神秘感”，到如
今“大白话面对面”接地气，折射了河南教
育部门正由“管理模式”向“服务模式”的
蜕变，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此外，还有中国新闻网、中国网、光
明网等多家中央新闻网站，华龙网、东南
网、大河网等省级重点新闻网站，各主流
商业门户网站报道、转发。

教育局局长为学生资助政策代言的
形式，也赢得了网友的称赞。

“现在报纸、微信、网站经常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局长大白话讲政策，接地
气，工作摆得清清楚楚，我们老百姓心里
也亮堂。”郑州市民范伟忠认为。

网友“蘑菇豚”：好的政策配上创意

宣 传 ，才 能 更 多 地 帮 助 到 有 需 求 的 学

生。

网友“@嘉嘉”：给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工作态度点赞，给与时俱进的宣传方

式点赞。

增强政策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里也亮堂

体现了教育部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

你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吗?

来参加“我新我行我出彩”
故事征集活动吧

专家观点

制图/单莉伟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康世甫)
为广泛挖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奋斗故事，展
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良好精神风貌，由中共
河南省委统战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
办、大河网承办的“我新我行我出彩”故事征
集活动，7月 26日开始面向河南各领域、各
行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故事征集，9月
15日截止。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
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
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
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

本次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推
动创新发展、传播社会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信念、经历、业绩，全方位、多角
度展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走进新时代、凝聚
新力量、展示新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

据介绍，本次活动投稿作品为文字素材，
须是真人真事，每篇不少于3000字。投稿作
品须为原创，不得虚构、不得隐含广告语意。

本次活动投稿，以组织推荐为主，鼓励个
人自荐。每篇作品投稿时，以“作者姓名+作品
标题+联系方式+工作单位”的方式命名，并填
写作品信息表和作品信息汇总表。可登录根
在中原网（www.rootinhenan.gov.cn）、大河
网下载有关表格。投稿作品须在9月15日前
报省委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处，同
时发送电子版。纸质来稿邮寄地址：郑州市
金水区金水路14号1209室，省委统战部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处；邮编：450003。电子投
稿邮箱为：hnxjcc@163.com。

本次活动采取专家评选的方式进行，拟
设优秀作品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主办方
将为获奖作品或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同时印
制主题宣传册，在《河南日报》等报刊和大河
网、根在中原网等新媒体平台选登。③5

学生们在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②23 学生们在认真听取资助政策宣传课。②23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开展入户调查。②23

本栏照片
均为河南报业
全 媒 体 记 者
许会增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霄

7 月 25 日，由
京东物流自主研发
的第 52 号智能配
送机器人，在郑州
轻工业学院送出它在我省的首单包裹。

就在去年6月18日，京东配送机器人
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全国首单配送任
务。时隔一年，智能配送机器人来到中原这
片蓬勃向上的热土。据悉，加上本次投放的
机器人，不久之后京东还会陆续在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投放共计5台配送机器人。

河南作为物流大省，今年上半年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6.35亿件，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 67.69亿元。未来，配送机
器人或将提高河南本土快递配送效率和
业务规模。

能“看”红绿灯 可自动避障

京东智能配送机器人在我省送出首单

当天，大河财立方前方报道团队采用
直播的形式记录了智能配送机器人送货
的情景，后方编辑团队第一时间用大河财
立方官方微信公号将这一消息推出。

有读者对于机器人到达送货点后，能
停留多久表示好奇。对此，京东物流相关

负责人表示，机器人等待时间可以由工程
师设置，目前设置的等待时间为20分钟，
但会根据以后的运营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还有读者提出疑问，机器人送货适合
配送什么样的货物？记者采访得知，主要
配送日用百货和清洁用品。至于生鲜等

其他产品，目前机器人配送还不太现实。
据京东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配送机

器人送货，并不能像快递小哥一样把包裹
送到任何一个楼层的任何一户人家，而是
需要用户亲自下楼取件。由此观之，机器
人送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③4

7月 25日上午，大河财立方记者在郑
州轻工业学院看到了正在试运营的配送机
器人，机器人是小车模样，车身上黑下红，
有多个不同大小的载货仓。工程师将用户
下单的包裹放进仓内，并输入订单信息，呆
萌的配送机器人便踏上了送货的道路。

行驶数百米后，配送机器人来到订单
显示位置，通过京东APP和手机短信提醒
用户收货。几分钟后，收货人来了。“吓了

一跳，收到短信说是智能配送车送货，看到
以后感觉还挺方便，这种配送方式很新
奇。”该校学生小姜说，没想到自己这一单
竟然成了配送机器人在河南送出的首单。

小姜按照提示在机器人前输入提货
码，顺利取走自己的包裹。据了解，京东
配送机器人可以实现多种取货方式，除了
自主输入提货码外，还可以通过手机“一
键取货”，以及依靠人脸识别实现取货。

配送机器人是怎么做到准确安全地
送货的呢？据了解，基于高精度立体影像
数据结合GNSS卫星定位系统，机器人出
发前会根据目的地进行自主路径规划和
导航定位。机器人身上还配备着多个视
觉传感器和雷达，能够检测障碍物的大小
和距离，遇到行人、宠物、车辆等，可以进
行避障，绕路行驶；遇到十字路口，还能识
别红绿灯作出相应行驶决策。

智能配送机器人送出首单

机器人抵达送货点后能等待多久？

7月25日，工作人员在向记者介绍智能配送机器人。②2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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