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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茶”为何如此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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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向乐

如今智能化已经走进了各行各业。近日，大
河网记者来到郑州某驾校，体验这里科目二的“机
器人”教练，据了解，这是我省首家上线智能驾考
的驾校。

“亲，请系好安全带哦。”记者一上车，在正副
驾驶员位置之间，一台 iPad大小的平板显示器就
发出提示。在倒库环节，当出现障碍物记者没有
及时刹车时，车辆会在障碍物前 1米处自动熄火
刹车，避免出现意外。在半坡起步环节，当溜车超
过 30厘米时，车辆也会自动刹车，避免学员在练
车时发生交通事故。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当驾驶练习有点累想放
松时，喊出“点首歌吧”，系统会自动播放流行歌曲。

一名学员说：“相比于人工教练的‘臭脾气’，这
个智能系统简直可爱极了。”另一名学员表达了不同
的看法，“我还是认为人工教练更好一点，因为他能
指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会准确回答我的询问。”

该驾校教练刘恒说，“现在我们能站在车外观
察学员们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相比于以往在车
内，这个角度更直观也更全面。”

该驾校负责人向记者提到了该系统的另一个
优势——大数据分析。“在不久的将来，每个学员
可以从手机APP看到自己在训练中容易出现的问
题，通过大数据分析，定制最佳学习方案。”

“它的出现是驾培驾考领域的一场革命，代表
着科技新时代的到来。”该负责人说。

“机器人”教练上岗也引起网友讨论，大多数网
友持肯定态度。“想起当初学车时，十几个人围着一
辆车，万一练不好，教练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机器
人’教练上岗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还能避免一些行业

‘潜规则’，我举双手支持。”网友
@thult说。

网友@龙飞认为，“智能系
统只能按照既定程序去教学员，
而不能针对不同学员的问题去具
体指导，从这点来看，用机器教练
来代替人工教练或许还需要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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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选择 温暖我心

11 月 29 日 11 时 20
分，新京报我们视频官方
微博首发相关报道，后经
多方转载。截至 12 月 3
日 20时，相关视频播放总
量达36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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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11月26日12时30分许，大广高速
新乡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货车相撞，一位五十多岁
的妇女头部撞到前挡风玻璃处于昏迷状态。正在
执行任务途中的新乡交警滕宏臣和同事接到报警
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由于担心长
垣收费站刚投入使用，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现象，滕宏
臣搭乘救护车协助将伤者转运至医院。当救护车
行至长垣收费站时，果然遇到拥堵，为了争取时间，
滕宏臣赶紧下车，指挥救护车从ETC通道通过。患
者被及时送至医院，经抢救后脱离危险。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高速公路车祸伤者昏迷
新乡交警抢救援时间

jdwt@henandaily.cn

新闻事件：11月 30日上午，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教师刘冉准备驾车去上班，当她走近爱车时，却
发现车门处夹着一张纸条，上边写着：“抱歉，不小
心蹭到了您的车，请您看到之后联系我，我会赔偿
的！”并留有电话号码。刘冉联系后得知，是该校
的一名学生骑电动车时不小心剐蹭她的车。颇受
感动的刘冉没有让这名学生承担修车费用，并对
其勇于担责的行为给予好评。

车停路边被剐蹭
学生留纸条主动“担责”

11 月 30 日 21 时 08
分，“河南商报”网易号首发
相关报道。此后，多家媒体
转发跟进。截至 12月 3日
20时，全网相关信息有3890
条，众多网友点赞。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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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校“机器人”教练上线
网友：再也不用担心教练发脾气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利瑶 本报记者 栾姗

排队3小时、队伍长达几十米……今年11
月份以来，鹿角巷、奈雪、喜茶等网红奶茶品牌组
团入驻郑州，多店开花，掀起了年轻人打卡“网红
店”的热潮。

一线品牌加码“抢滩”郑州市场

11月 24日，网红品牌“喜茶”在郑州正弘
城购物中心开出河南首店，进而把火爆一线城
市的网红茶饮代表带入郑州市民视野。11
月，奈雪在郑州更是携三家店同批进入河南市
场。台湾新生代连锁品牌“鹿角巷”也摩拳擦
掌，于11月 9日在郑州国贸360广场和丹尼斯
大卫城双店齐开。

“一线品牌网红茶接连入郑，说明网红茶
受到市场青睐，发展势头强劲，大规模圈地扩
张已成行业策略。”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宋向清告诉记者，“另外，郑州市场容量巨大，
市场腹地广阔，购买力和消费力强，对一线品
牌的需求旺盛。网络宣传的大覆盖、多频次、
强刺激性使‘网红’频现，而‘网红茶’成了网络
经济的最佳受益者之一。”

另需看到的是，一线网红茶饮到来之前，郑
州现有的茶饮品牌也不甘落后，无论是火遍抖音
的本土网红答案茶，还是销量居高不下的都可茶
饮，作为先入局者，显然不愿拱手相让。

“晒”文化催生“打卡”热

“不就是一杯普通的茶饮料吗，怎么会有

这么多人前来排队购买？”不少路过的市民表
示很不解。据记者走访多家奶茶店现场了解，
排队购买茶饮的多是90后年轻人。

“我们不只是为喝奶茶，更是为了感受这
种流行和时尚。”25岁的小孟告诉记者，买到
奶茶后不是立马喝，而是赶紧拍照“晒”到朋友
圈引来小伙伴围观点赞评论，仿佛这才能证明
自己的优越感——“我成了朋友圈里第一个喝
到喜茶的人”。

不图好喝，只图好玩，网红店为何如此火
爆？省重点学科认知与行为开放实验室主任王
恩国分析说，渐渐成为消费主力的90后群体，其
个性在日常生活里面已经可以得到自由发挥，因
此反而会在潜意识中追求一种集体认同感。在消

费上，就会出现集体去网红店铺“打卡”的现象，
以此和周围的同龄人取得共同话题。

“这体现的是年轻消费群体对时尚潮流的
追求和体验。”在宋向清看来，随着消费者对自
身需求和个人风格的进一步注重，强调消费体
验、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茶饮品牌变得更有竞争
力，形成了如今的“网红茶饮”。

奈雪创始人彭心曾在公开场合解释道，
“网红茶为什么能快速起来？是因为在中国有
茶的原点。”长期以来，茶行业在我国隶属于传
统农业的范畴，但却处于一种“有名无姓”的状
态。当茶再一次以拥抱市场的姿态被送到年
轻消费者的口中时，起链接作用的“网红茶饮”
显得更为合理。③6

□栾姗

伴随着网红经济的风生水起，奈雪、喜

茶、鹿角巷等网红奶茶店竞相跑马圈地，

“自带流量”的郑州门店几乎开业即客满。

与此同时，深受 90 后追捧的抖音、火山小

视频等一批直播自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网红店铺更是频频高调亮相，引领郑

州消费新时尚。

包装和美化是催生网红店铺的必要手段，

现在网络上“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着

实不少。甚至有人戏称，网红店铺就是要经常

“刷存在感”，这样才能在商业竞争里脱颖而

出。不过，这些网红店铺里面，有的是真正赢

得消费者好评，有的则是利用噱头来营销。

对于网红店铺来说，所有的噱头经过一段

时间都会烟消云散，剩下的只能靠核心竞争

力，也就是好的用户体验，包括味道、环境、服

务、性价比等综合评价。如果一味地追求营销

炒作、颜值包装，形式大于内容，等消费者的

“新鲜劲儿”过去，这些网红店铺会自动“掉粉”。

当“网红”一词已从娱乐化的网络现象开

始走上经济学课堂，网红店铺也要尊重经济学

的规律，通过对自己的深度打造与重塑来延长

生命周期。毕竟，“内容和质量”永远是消费市

场的宠儿，尤其在经济发展由速度转向质量并

轨期，消费者刷的是高品质“存在感”。③5

刷出高品质“存在感”

郑州某“网红茶”店面门口排起长龙。②32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哲 摄

□本报记者 曾鸣 刘志强

12月 3日，《咬文嚼字》公布 2018年十大
流行语，“店小二”“锦鲤”“官宣”等词汇纷纷
上榜，你清楚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吗？

政经热词频现：关注时政新闻

命运共同体，即在相同条件下结成的命

运攸关的集体，源自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
命运共同体指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
同处于一个利益攸关的集体中，各国要在追
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
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店小二，原指旧时茶馆、酒肆、旅店等处
负责接待顾客的伙计。“店小二”逐渐演化出
新义，指推进经济发展、为企业提供周到服务
的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发扬“店小二”精
神，是社会经济结构中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
角色的重新定位，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
具体举措。

今年5月，有网友上传了一段民警街头执
法的视频。视频中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
无论是执法程序还是现场指令等都无可挑
剔，具有教科书样的规范性，被网民称为“教
科书式执法”。“教科书式”也逐渐流传开来，
人们用它来指“规范的”“完美的”等，形容某
事做得非常标准。

退群，即退出某个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小

组。后来，含义引申，使用范围扩大，退群也
指退出某一群体或组织。

“锦鲤”刷屏：向往美好生活

今年国庆节期间，支付宝官方微博开展
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人为“中国锦鲤”。
后来，随着热度增长，“锦鲤”开始泛指在小概
率事件中运气极佳的人。“锦鲤”的走红及其
意义的泛化，隐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0 月 16 日，某明星夫妇在微博上发布
“官宣”，公布二人结婚喜讯，引发网络疯狂转
发。几天后，“官宣”纷纷出现在各类媒体上，
都是某个人或某机构宣布的某消息。“官宣”
即为“官方宣布”。

确认过眼神，即从眼神里得到了证实，出自
一句歌词：“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今年
走红网络的“确认过眼神”，表示“确认过”“甄别
过”的意思。“确认过眼神”的流行，反映了人们
面对海量消息时希望得到“确认”的心理。

“杠精”被嘲：反思负面话题

人们用“巨婴”指心理滞留在婴儿阶段的
成年人。这类人以自我为中心，缺乏道德约
束。今年“高铁霸座”“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
等事件，让“巨婴”的关注热度进一步升高。

杠精，指“抬杠成精”的人。这种人往往不问
真相，不求是非，为反对而反对，为争论而争论。

“杠精”的流行是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反感所致。
有人说，“佛系”的流行体现了年轻人对

非理性争执的反感，希望构建和谐的生活秩
序。也有人说，年轻人以“佛系”自嘲，体现的
是一种求之不得干脆降低期待值的无奈，反
映的是一种不可取的消极生活态度。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从流行
语中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据《咬
文嚼字》主编黄安靖介绍，紧扣时代特征，正
确反映民情民意，弘扬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
观，是评选年度流行语坚持的原则。③6

2018年十大流行语新鲜出炉
“命运共同体”“锦鲤”等词汇榜上有名

□本报记者 侯皓 李鹏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河南日报》推
出“出彩之路——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
型系列述评，探寻河南从奋进到崛起、从振
兴到出彩的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靠什么来引领？
“解放思想”就是“总开关”。12月 3日，伴随
着《河南日报》“出彩之路——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系列述评第一篇——《思想引
领的强大力量》重磅出炉，从省内到省外，从
机关到高校，党员干部、专家学者、民营企业
家和广大市民纷纷阅读点赞，评价文章“思
想深刻，写出了历史纵深感”，大家忆往昔、
看今朝，谈感想、说体会，期待中原大地乘着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东风，谱写新时代“更加
出彩”新篇章。

解放思想再出发

读完《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中国领导
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程冠军感触颇多。当
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
日报》刊发后，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
论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河南日报》
是较早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文的省级党报之一，曾率先举起思想解放
的大旗。”程冠军说。

程冠军说，从 1978 年的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到 1992 年的“春天的故事”，再到
2014年“春天的嘱托”，在党中央指引下，河
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走上
了一条崛起振兴富民强省的中原“出彩之
路”。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河南人民正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网友@奋斗在当下留言：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这是 40 年来中国和中原发展历

程的真实写照！

网友@一颗榴莲留言：这篇重磅文章，

真正把河南解放思想的出彩之路讲透了，很

期待接下来的几篇。

“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机会”

陈泽民，三全食品创始人，被称为“中国
速冻食品第一人”。前不久，他上榜改革开
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陈泽民曾任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
长，中年时辞去公职开始“卖汤圆”，把三全
食品做到上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获得了成

功。如今，70多岁的陈泽民在地热能源领域
再次创业。

“文章相当深刻，意义不凡。”依然走在
创业路上的陈泽民细读了《思想引领的强大
力量》，回忆起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历。

他说：“改革开放最深远的影响，无疑是
解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我不过是一个
普通人，一个赶上了中国改革好机遇的、再普
通不过的人。我们心存感恩，时代给了我们
这代人机会，让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去创造、去拼搏、去奋斗。当前，中国进入
一个崭新的时代，让我们每个人都加入这场
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之中，抓住这一历史性
的发展新机遇，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网友@云端的松鼠留言：改革意味着创

新和进步，向改革致敬！

网友@锅巴面包留言：时代给予了每一

个有梦想的人敢想敢干的机会。

践行思想解放，建设出彩河南

牢记“春天的嘱托”，近年来河南的改革
开放高歌猛进，及时抓住了自贸区的政策机
遇。

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管委会副主
任祖良军说：“读了这篇述评深受启发！从
自身工作来讲，我们要不断提高自由贸易试
验区发展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
度创新成果，把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辉县
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表示：
整篇文章读来振奋人心！孟电 30多年的发
展壮大和南李庄村的沧桑巨变，就是改革开
放成果的最好例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
们做好基层工作也要从解放思想破题，更多
为农民做实事，办好事。

网友@微尘留言：思想才是第一位的，

实干苦干前，观念革命尤为重要！

网友@叮当小花留言：解放思想，才能

走好出彩之路，加油，河南！

《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及相关新媒体
产品迅速被央广网、中国文明网、中国社会
科学网、新浪、网易、搜狐等 100多家网站和
客户端转发，省内众多政务新媒体平台也关
注转载，引发强烈反响。

截至 12月 3日 18时，该篇述评在百度
的关键词提及量达26.7万条，在各大平台阅
读量不断攀升，仅在河南日报“两微一端”
上，已有超80万人次阅读。“出彩之路——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述评首篇可谓
旗开得胜，不少网友在留言中表示，会继续
关注该系列述评接下来的力作。③5

解放思想，才能出彩
“出彩之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述评首篇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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