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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让座不单单是违约行
为，还扰乱了正常的公共交
通秩序，这时候，乘警可以行
使执法权，按照《治安管理处
罚法》规定，处以 200 元罚
款，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
甚至还可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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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数据： 8 月 22 日 19 时，梨视
频拍客中心官方微博“一手
Video”首发记录两位老人
浪漫故事的视频。此后，众
多媒体微博转发。截至8月
27 日 17 时，相关视频在网
络上的播放量有89.2万次。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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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事件：许昌的杨五洲今年 68岁，老伴儿
谢金珠66岁，夫妇二人用8年时间，或骑行，或开
车，游遍中国1162个城市，最北到过漠河，最南到
了海口。此外，在游览过程中，杨五洲还有写日记
的习惯，这些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旅行日记。“这
一摞本子记录了我们的足迹，是我们这些年的收
获。”杨五洲说，他们去过不少城市，感觉还是家乡
更美，这让他们更懂得珍惜幸福的生活。

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书写着无限美好

许昌六旬夫妇携手出游
8年走遍1162个城市

路遇女童跌入坑塘
周口男子不顾危险下水施救

9030

传播数据： 8月 25日 18时 12分，
大河客户端首发关于徐卫
军下水救人的报道。此后，
吸引多家媒体转发。截至
8月 27 日 17 时，全网相关
信息有9030条。

新闻事件：8 月 20日下午，周口市扶沟县白
潭镇环卫车司机徐卫军路过白潭镇吴岗村，恰巧
遇到一 6 岁女童在玩耍时不慎掉入水深达 3 米
的坑塘中。徐卫军一只手拉了手刹，一只手推开
车门，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直接跑到坑边扑了
进去。徐卫军本不会游泳，但好在女童落水的地
方不是坑塘的最深处，一路走去，他的脚基本能
够着地。就这样，他不顾危险，成功将女童救回
岸边。

商丘90后理发师为“爱”坚持
免费给环卫工理发

143
万

传播数据： 8 月 24 日 11 时 59 分，
新华网首发记录 90后理发
师董文燕感恩环卫工人的暖
心视频。此后，成都商报、扬
子晚报等媒体微博转发。截
至 8月 27 日 17 时，该视频
在微博上的播放量达 143
万次。③6

新闻事件：8 月 22日，商丘市虞城县一家理
发店邀请环卫工人到店里免费理发。两年多来，
90后理发师董文燕带领店里的员工为县城的环
卫工人提供了数百次免费理发服务。她说，感觉
环卫工人特别辛苦，会将这项爱心活动一直坚持
下去，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给这些“城市美
容师”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融媒矩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在

头版刊发了题为《构建“海、

陆、空、网”物流通道枢纽 河

南扩大开放连通内外》的文

章，点赞河南“海、陆、空、网”

物流通道枢纽。当晚，央视

《新闻联播》对河南郑州依托

“一带一路”建设东风强劲链

接全球经济进行了报道。8

月 27日央视《焦点访谈》“一

带一路”共赢之道节目中也提

到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牵手卢货航深度参与“空

中丝绸之路”建设的盛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专家点评

网友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认
为，以前，河南的发展给人的印象就是农
业和粮食，所以，河南在国人看来就是老
土、就是落后。人民日报和央视的点赞
让人们看到今天的河南已经大不一样，新
的河南改革力度不输沿海，开放深度不输
沿边，因此才有了今天更加澎湃的发展动
力，更加旺盛的腾飞后劲。

河南紧抓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有利
时机，大力打造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
物流通道枢纽，借力空中、陆路和网上三条

“丝绸之路”，将“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融
入省域战略和产业链条之中，并精准对接
最先进的国际市场龙头企业，借力大项目
大资本大品牌，在河南自贸试验区等一系
列战略利好支持下，打造国内和国际市场
互补，国内和国际人才联动，国内和国际项
目融合，国内和国际资本汇通的对外开放
网络，让河南站在了全国对外开放的制高
点上，并成为越来越多国内外企业竞逐的
福地。③6

人民日报和央视齐赞河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引发网友热议

开放的河南越来越“中”

近年来，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河南紧
抓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有利时机，大力打造
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借
力空中、陆路、网上三条“丝绸之路”，朝着“买
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逐渐由内陆腹地走
向开放前沿。

河南把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作为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目前，郑州机场货
运运力、全货机航线数量和航班量均居全国第
五位，基本形成横跨欧美亚、覆盖全球主要经
济体的枢纽航线网络。

依托位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区位
优势，河南构建“陆上丝绸之路”，并与“海上丝
绸之路”对接，向东拓展铁海联运规模。目前，
郑州已成为内陆地区功能性口岸最多的城市。

作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郑州创新
网购保税服务模式，实现最高每秒50单的通关
效率。据统计，2017年郑州跨境电商业务量占
全国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1/3。

目前，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园区备案的企
业超1100家，进口货源地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地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网友“小猫佩奇”：历史上河南的产品和

文化源源不断向外传播，在古丝绸之路上留

下了浓重的河南印记，新时期，河南给世界

带来了诸多惊喜，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中原

在崛起，河南在腾飞，河南棒棒哒！

网友“古今看中原”：今日的河南日益

开放和自信，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相信开放的河南将

会以更大的气魄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为推进中外合作创造更多机遇、带来更多

精彩。

网友@禾笾草兔子：开放的河南越来

越“中”！河南与世界互联互通，处处充满

机 遇 的 大 河 南 ，必 将 成 为 一 颗 耀 眼 的 明

珠！

点击事实

河南由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开放的河南与世界同频共振

河南成国内外企业竞逐福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

近日，一篇名为《盐加进了亚铁氰化钾》的
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传播，引发网友对食盐安
全的担忧。该文章称食用这种添加了抗结剂，
即亚铁氰化钾的食盐，会危害人体的肝脏、肾
脏。8月27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有关专家。

专家表示，日常使用食盐抗结剂亚铁氰化
钾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专家指出，亚铁氰化钾作为国际通用的抗
结剂，欧美也允许食盐中添加亚铁氰化钾，正
常食用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而且，亚铁氰化
钾中的铁和氰化物之间结构稳定，只有在高于
400℃才可能分解产生氰化钾，但日常烹调温
度通常低于 340℃，因此在烹调温度下亚铁氰
化钾分解的可能性极小。

我国推荐的食盐每日摄入量为 6g，考虑
我国居民实际食盐摄入量普遍偏高，按每人每
天摄入 15克食盐计算，如果按照标准规定使
用亚铁氰化钾，每天摄入量为 0.15mg。按照
成人体重按 60kg 计，摄入量为 0.0025mg/
kg bw，远 低 于 人 类 的 每 日 容 许 摄 入 量
（0.025mg/kg bw）,因此按照标准规定使用
亚铁氰化钾本身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关于谣言的传播，郑州大学护理学院心理学
教授张瑞星表示，谣言可以激发人们的猎奇心
理，这导致了一些人容易相信谣言，传播谣言。
从众心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谣言的传播
中，如果个体周围的人都相信这一消息，并进行
传播，那么个体就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且人
们在面对群体压力时，内心难免存在恐慌和焦
虑，从而影响个体的理性判断的能力。具体到这
个例子，相信并转发关于食盐的谣言，与周围人
保持一致，可缓解个体内心的不适感。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瑶

7年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腾讯集团共同
投资的腾讯大豫网来到河南网友身边。7年来，
大豫网从最初的网络综合媒体，逐渐转型成为一
个具有媒体属性和科技基因的开放平台，今年又
成功推出三大“神器”：

腾讯智慧文旅平台，全面践行腾讯“开放”的
心态，贡献出智慧旅游全套解决方案，从微信支
付、刷脸入园到语音讲解、无感停车……满足一切
文旅、文博系统的“创5A”小目标。

YIOX大数据可视化交互系统，让政府管理
者秒懂晦涩数据，运用 3D技术等比还原城市实
景，接入人口、供电供水、基础设施、交通、公安等
一切管理所需数据，并做出最浅显易懂的呈现，助
力各级各部门管理者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战略。

百城互联计划，建设腾讯 PC+移动+微信全
方位的百城互联立体网络平台。针对三四线城市
网友们最需要的信息咨询、便民服务、营销推广
等，进行一条龙本地化生活服务全推荐。

未来，腾讯大豫网将探索更多“黑科技”，继续
支持各个行业领域的科技智能化转型，努力构建
触手可及的未来智慧生态体系。③9

腾讯大豫网成立七周年

三大“黑科技”改变生活

高铁“霸座”事件引发各界关注

相比罚款，信用污点
一辈子都“擦”不掉

生活中
这些谣言莫轻信

辟谣

食盐抗结剂危害健康？

□本报记者 李若凡

近日，郑州、洛阳、开封、商丘等地微信
群出现不少“馒头加胶”的传言。不少网友
也在转发各种版本的试验视频，“馒头里加
胶，泡水后反复揉捏，不碎不烂”“馒头像海
绵，泡水后捏都捏不开”……看完这些视频，
不少人疑惑市面上的馒头还能买吗？

8月 27日，记者从郑州东明路一家丹尼
斯超市和银合农贸市场购买了小麦粉馒头、
高粱面馒头、杠子馍等多种馒头，以及锅盔
等面食，送至面制食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进行检测，看是否会出现网传视频中
“胶状”物质。

在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将馒头浸泡 10
分钟，记者看到盆中的9种馒头用手攥握均
可得到所谓的“胶状”物质。这些“胶状”物
质是什么？

该研究中心主任陈军说，需要给广大群
众纠正一个网络视频的误区，馒头是不溶于
水的，它不会像糖、盐之类的溶解水中，馒头
无论怎么浸泡最终都会有一些絮状物存在，
这是面筋蛋白和淀粉凝胶复合的产物，是肯
定会存在的。

“说到胶，胶分食用胶和工业胶，而面粉
本身也可以形成凝胶，常见的像春节贴春联
用的糨糊，吃的凉皮、米皮等都是利用淀粉凝
胶的原理制成的。制作馒头工艺上一般要求
疏松多孔，这是由于面筋网络形成后通过酵
母发酵，从而使面团里产生足够多的气体，这
样才能形成我们想要的馒头口感。若是馒头
里加胶的话，会破坏面团的面筋网络结构，导
致馒头出锅时出现皱缩现象。况且河南地区
面粉基本为中高筋面粉，筋力足够做馒头用
了。所以，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看，馒头里加
胶既不现实，也完全没有必要。”陈军说。③9

馒头里加胶？

登录河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官网

http://www.hda.

gov.cn/CL0001/，

进行网络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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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我们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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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志武 王兴文

最近“霸座”成了热词。8月 21日上午，
在从济南开往北京的 G334次高铁上，男乘
客孙某霸占了一女乘客的座位，并以“站不
起来”为由，拒绝回到自己的座位。经列车
长及乘警劝说无果，当事女乘客被安排到商
务车厢。在此之后，网上又有一段关于“霸
座”的视频引发热议。几名乘客疑因自己所
购的铺位坏掉而要求换座，沟通未达成一
致，却“霸占”着其他乘客的卧铺不走。

日常生活中类似的“霸座”行为屡见不
鲜，社会公众对于此类行径已深恶痛绝。

霸座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人
民日报微博刊文：“霸座”男已被处理，相比
罚款，信用上留下的污点恐怕一辈子都“擦”
不掉。如果“霸座”男当初懂得自我约束，何
至于此？如果执法者当时依法处理，该事件
怎么持续升温？当敬畏人心，敬畏法律！

8月 24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高铁“霸座”男子孙
某被处治安罚款 200元，其信息记录于铁路
征信体系，且一定期限内被限制乘坐火车。
针对此事，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世峰认为：“拒不让座不单单是违约行为，还
扰乱了正常的公共交通秩序，这时候，乘警
可以行使执法权，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
定，处以 200元罚款，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
话，甚至还可以拘留。”

另外，对于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除了一些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外，还有很多
法律原则可以让执法者在面对无德违法者
时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法律依据。对失
德者及时惩戒，让无赖无法逍遥，让老实人
不再吃亏，社会公德才能更好彰显。②23

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郑州）驶向远方。②23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