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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7 月 25 日 8 时
许，在浙江省舟山市开出租车
的河南籍“的哥”吴发喜途
经一泄洪道时，发现一条特
大野生娃娃鱼,这条娃娃
鱼迅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不少人当场要求出钱购买，
甚至出价1万元。吴发喜没有
被金钱打动，他驾车把娃娃鱼送
到舟山当地野生动物救助部门。随
后，他和当地渔业局执法人员一起将这条娃娃鱼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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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 21时 40分，大河客
户端刊发关于河南籍“的哥”吴发喜
的暖心报道，国内各大网站相继转
载。7月28日，大河报、舟山晚报跟
进报道。截至7月30日 17时，全网
关于“河南‘的哥’吴发喜救助野生娃
娃鱼”的信息超过121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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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时间视频”将记录信
阳爱心志愿者感人举动的视频上传
至网络。7月28日，该视频逐渐在微
博上传播扩散，环球时报、共青团中
央、紫光阁、今晚报、燕赵都市报等官
方微博先后转发。截至7月 30日 17
时，该视频仅在微博上的播放量已经
达到239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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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7月 27日一大
早，信阳市浉河区爱心粥屋
里，志愿者马笑和她的伙伴
们正在忙碌着。他们每天
凌晨三点起床来到粥屋，
准备10公斤左右的时令菜
品，清洗 200 多副碗筷，为
100 多名环卫工人供应免费
早餐。从 2015 年 10 月 13 日
起，信阳市公益志愿者协会联合多家单位免费为环卫
工、流浪人员及孤寡老人提供早餐。

新闻事件：在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有一个名叫“爱之翼”
的学生组织，在校园内外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从2016
年开始，微信昵称为“静静
的山百合”的老师每年都会
给“爱之翼”捐赠 2000 元
钱。三年来，匿名老师的捐款
已经资助了两位困难学生。

一碗粥温暖一座城
志愿者每天为环卫工供应免费早餐

给一万元也不卖
河南“的哥”专车救助野生娃娃鱼

匿名捐款三年
大学女教师资助两名困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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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日至27日，河南商报全
媒体推送相关报道，此后，众多媒体
相继转发。截至7月30日 17时，全
网关于“华水女教师匿名捐款三年”
的信息超过10600条。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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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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
河南正能量代言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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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嘉宾畅谈“中原骄子行”背后的故事和时代意义

希望更多青少年用脚步丈量祖国

□赵一帆

为救娃娃鱼拒绝万元的河南“的哥”，匿名捐款三年

的河南女教师，坚持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为百名环卫工人

供应免费早餐的河南志愿者团体，河南好人背后从来都

是一串沉甸甸的名字。被誉为“中国人精神史诗”的感动

中国栏目，河南人几乎年年上榜，“中国好人榜”中，河南

人的面孔众多。河南好人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著名作家二月河曾经说过，中原沃土滋养的河南人

不仅能在平凡日子里真情相助，而且总能在危险时刻挺

身而出，这是河南人的传统美德。河南好人叫响全国，既

证明着河南人“中”，也感染和激励着一亿中原儿女积极

向善、奋发有为，不断增强河南人的文化自信、道德自信。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发出“争做出彩河南人”的号召，

古老厚重的中原大地不仅承载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更塑造了河南人包容宽厚、大气淳朴的内在品格，艰苦奋

斗、负重前行的实干精神，敢闯新路、奋勇争先的进取意

识。只要亿万河南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汇

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②23

河南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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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务学院实
习实训部主任谢启文说：“我们的成
长环境比过去有很大改善，也有更多
机会成功。过去很多青少年想不到
的事，现在都能做到。”“阶层固化”一
词，近年来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社
会结构就像地质构造一样是分层的，
这点无可避免。由于社会分工的不
同，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这会带来
分化，不可能让所有人一样。社会分
化既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不公，这
就需要国家、社会的调解。”谢启文表
示，国家层面包括对贫困学子上大学
的支持计划以及脱贫攻坚工作等。
社会层面，“中原骄子行”活动亦为有
益尝试。就像海边拾海螺，虽然不可
能每个海螺都捡到，但能捡一个是一
个。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也是一种新
时代的正能量。“中原骄子行”活动作
为一个代表，能带动更多人参与投入
和关注，汇聚更多人的力量共同推动
这一事业的发展。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

8月 2日，2018“中原骄子·
改革行”活动就要启动了。7月

27日，大河网特地邀请到三位

嘉宾，听他们讲述“中原骄子行”

项目的背后故事和时代意义。

谈到这一项目的设计初衷，团省委
统战国际部部长、河南省青年联合会秘
书长韩冰介绍说，河南是全国贫困地区
分布较多的省份，更是高考考生人数第
一大省。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省内来
自农村和困难家庭的青少年，一直处于
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因此打破阶层固化
的藩篱，激励我省青少年，特别是农村青
少年、困难家庭青少年自强不息、奋发向
上，是本项目设计的初衷所在。”韩冰说。

对于本届中原骄子，韩冰表达了对
他们的期待：“希望更多的中原骄子用脚
步丈量祖国，用身心感受发展，用行动践
行梦想，自觉地把个人成长发展融入祖
国的发展，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让中原更加出彩贡献青春智
慧和力量。”

作为“中原骄子行”系列活动的发起
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河南蒲源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胜杰十分感慨：“每当
看到一批批骄子从活动中受益，能成长成
才并成为社会建设的生力军，我都感到很
欣慰、很自豪。”

作为河南省青联副主席，徐胜杰认为

自己理应为青年的成长成才、为社会的发
展出一份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基于
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一直坚持开展‘中原
骄子行’系列活动，以期促进省内菁英青少

年与家境贫困青少年的成长成
才，这是件对社会、对青少年都有
益的事。”

项目初衷

激励省内贫困青少年奋发向上

爱心收获 看到骄子们成长成才深感欣慰

专家点评

当下社会应给予青少年
更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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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嘉宾做客大河网直播中心。②23 何心悦 摄

唠唠在郑州骑电动车那些事

疑问 1 骑电动自行车能载人么？

骑电动车可以带一名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不能带成年人以及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疑问 2 非机动车违章会受到哪些处罚？

根据相关规定，予以20元至 50元的罚款，同时，进行“三教育一

采集”，对于违法次数较多的驾驶员，交警将通过网络进行曝光

疑问 3 驾驶非机动车的正确“姿势”是啥？

1.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行

2.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其他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道路

3.在与行人混行的道路上行驶，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避让行人

4.不得在车行道内逆向行驶、停车滞留

制图/单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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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继7月1日推出《我戴党徽我光荣》数据
交互H5产品之后，近日，大河数字融媒体再
次推出“光荣”系列新产品：《我戴军帽我光
荣》H5通过对您的面部进行识别匹配，将生
成个性化的戴军帽穿军装照片，让您看到不
一样的自己。

首个“光荣”系列产品《我戴党徽我光
荣》依托网络数据，解读感动中国河南人物、
河南道德模范、河南好人中的党员数据，用
图表展现河南优秀党员群体，有趣好玩受关
注，截至目前，网络互动 24.3万多人次。《我
戴军帽我光荣》产品再次延续了数据交互特
色，系统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服的几次变迁。

扫描左方二维码参与互动。③8

“光荣”系列再推新产品

“我戴军帽我光荣”让您不一样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倩

拼多多 7月 26 日宣布上市，苏宁次日
就推出了“苏宁拼购”，并将每年的 8月 8日
设立为拼购日。而在此之前，淘宝上线了特
价版，京东也推出了“拼购节”。足见拼购市
场这块大蛋糕对电商巨头的吸引力。

7月 27日苏宁在“818发烧购物节”上
宣布正式上线“苏宁拼购”，并将每年的8月
8日设立为拼购日。消费者一样可以帮朋
友在线“砍价”，或一起拼购享受大幅优惠。
不过苏宁显然并非个例，此前淘宝上线的

“特价版”以及京东的“拼购节”也与之类似。
电商巨头动作频频，与拼购市场前景不

无关系。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
国电子商务发展仍保持较高增速。今年前
5个月，网上零售额达到 32691 亿元，首次
在 1至 5月份突破 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超 30%。数据背后，拼购市场前景可见一
斑。

何为拼购模式？简而言之，电商+社交
=拼购。事实上，随着新零售时代的到来，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传
统电商也因此得以赋能，从而衍生出拼购模
式。以拼多多为例，消费者可在该平台进行
拼团、拼单，并可以邀请好友助力为其砍价，
在其享受较高优惠的同时，无形中也为电商
平台做了免费宣传。

而 根 据 此 前 艾 媒 咨 询 发 布 的
《2017-2018 中国拼购电商运营模式及用
户行为研究报告》，截至 2017年年底，中国
拼购电商用户规模增至2.11亿人，同比增长
117.5%，这无疑从侧面证明了拼购电商行
业可观的发展前景。反观多家老牌电商巨
头，在传统电商行业的发展近乎触及天花
板，拼购市场这块崭新的蛋糕自然令人垂
涎。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拼购市场蛋糕
鲜美，但近日拼多多饱受假货质疑一事同样
需要电商巨头注意，诚如拼多多创始人黄峥
所言，欣慰于成绩的同时，也在时刻自省与
反思。毕竟在商业文明中，时刻充斥着危险
与挑战，以往经验也告诉我们，只顾抢食而
不顾“吃相”的企业往往很难走远。③6

电商巨头争食也真是“拼”了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彭飞

7月 28日，不少郑州人的微信群和
朋友圈里流传一张“微信截图”，内容为：

“本人驾驶电动车在金水路紫荆山逆向
行驶，被郑州金水区交警五大队民警查
获，特发朋友圈曝光自己，我认识到自己
的违章和错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闯
红灯不逆行……”同时，评论里写着“交
警说要集齐 30 个赞才放我走，大家帮
帮，谢谢”。

该微信截图流出以后，不少人以为，
郑州也通过“朋友圈集赞”的方式来处理
非机动车违法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
7月 28日下午，记者来到金水路紫

荆山立交桥下，询问了两名在此处执勤
的交警。交警告诉记者，上述朋友圈内
容不可信，交警从未通过“朋友圈集赞”
的方式来处理电动车违法。当前主要通
过 20元到 50元罚款和“三教育一采集”
的方式，来处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当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两辆
电动自行车先后因违规载人、走快车道
被交警拦下，交警对其进行了处罚，并采
集了个人违法信息，并没有见到“朋友圈
集赞”的处理方式。

那么，为何传出上述消息呢？有人
分析，这或是微商吸引注意力的营销手
段，也有可能是受国内其他城市的做法
影响。

记者搜索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四川
达州、江西新余、浙江台州等地针对行人
和非机动车轻微违法出奇招。行人或驾
驶员违法后，可选择发朋友圈曝光自己
的违法行为，让大家引以为戒，集满一定
的赞数后可免予处罚。郑州交警一大队
工作人员说，近期正在进行城区道路交
通秩序综合治理，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严管重罚”，不过采用“朋友圈集
赞”的方式来处理非机动车违法可能性
很小。③8

电动车骑行违法，“朋友圈集赞”可免罚?

郑州交警辟谣：仍依法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