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拍下的郑州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②2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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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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爱便不怕艰难险阻

12月13日12时37分，
新京报我们视频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多家媒体转发跟
进报道。截至12月19日18
时，全网相关信息626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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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南阳危重早产儿进京救治
上演千里爱心大接力

新闻事件：12月 13日13时，来自西安的移动
ICU救护车将南阳“极早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仅
800克的小青媱，从郑州转院到北京治疗。小青媱
在母亲体内孕育仅25周多一点就出生，被诊断出
严重肺部感染、贫血、先天性心脏病等，病情复杂。
经过近 9小时长途跋涉，河南、河北、北京高速交
警、路政沿途接力护送，小青媱顺利转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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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 11 时 17
分，“大河报信阳站”微博首
发相关报道。截至12月 19
日 18 时，记录娄铮徒手关
阀门的视频播放量已达
251万余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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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罐意外起火无法挪动
信阳消防员顶烈焰徒手关阀门

新闻事件：12月 10日 15时 49分，信阳消防
支队潢川大队接到市民报警，一户居民家灶台下
的煤气罐失火。15时 58分，2辆消防车 10名消
防员赶到现场。消防员娄铮主动请缨，两次只身
进入厨房，尝试将煤气罐搬离现场，但受场地限
制无法挪动正着火的煤气罐。他调整战术，佩戴
好手套将手伸进火焰中，顺利将阀门关闭，避免
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焦点网谈│102018年 12月20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晓波 赵一帆 美编 单莉伟

□本报记者 李鹏

12月 17日，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山穷
疑无路，搬家又一春，看贫困山乡“变形记”》
新媒体产品，通过讲述一个穷困小山村变身

“手绘小镇”的故事，展现了河南通过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生动实
践。这是河南日报客户端重磅融媒体产品
——《“小薇”探访新时代河南新名片》原创视
频节目推出的第 5期，也是该节目致敬改革
开放40年主题的收官之作。

步入新时代，河南涌现出一大批新名片，
一年间，河南日报客户端主播“小薇”线上号
召百万网友推荐家乡“新名片”，寻找河南改
革开放的动力和活力。

从郑东新区“大玉米”的“前世今生”到千
年帝都洛阳城的“科技新宠”，从宇通这辆让
中国人提气的“河南车”到打造出中国速度的
高铁“米字家族”，再到走在全国前列的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的河南实践，5期节目逻辑严

谨，风格一新，凸显出河南“以古闻名，以新出
彩”的时代特征，展现了新时代河南新气质。

该系列微纪录片也被腾讯视频“辉煌 40
年·与时代同行”专题展播并重磅推荐，这也是
我省唯一被该专题展播的优秀系列宣传片。

该系列 5 部微纪录片在人民日报客户
端、今日头条、腾讯视频等各大网络平台进行
联合推广，被众多媒体转发，截至目前，累计
播放量已突破 1800万人次。这次新名片传
递活动增进了全国网友对新时代出彩河南新
形象的认识，激发了河南网友“争做出彩河南
人”的激情。③5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致文
周志武）航拍新高度，“飞”跃 40年。致敬改
革开放40周年，河南手机报无人机航拍小组
历时7个月，西至三门峡三淅高速，东绕商丘
日月湖，飞跃4座黄河大桥，鸟瞰河南米字形
高铁，用镜头记录下中原大地新变化。

40年来，黄河河南段已经建成了15座黄
河公路大桥，到2020年，河南还将拟开工建设
9座黄河大桥；40年前，大街上汽车寥寥无几，
出远门主要靠绿皮火车和长途客车，常常一出
门就花费几天时间。如今，河南公路“村村
通”，水泥路铺到家门口，高速里程总里程达
6568公里，比北京到莫斯科距离都长。②23

2000多天近万张照片见证郑州龙湖蝶变，网友感叹：

龙湖这面镜子
映射了郑州城市变迁

“飞”跃40年报道带你看大美中原

《“小薇”探访新时代河南新名片》系列圆满收官

新名片让网友认识了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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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龙湖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我也算目睹着龙湖一路从“荒凉”走向繁华，从

设想变成现实，真为我的家乡骄傲。

@改革先锋：龙湖是改革开放40年来郑州

最瞩目的成就之一，已经成为郑州的一张“新名

片”，龙湖这面镜子映射了郑州城市变迁。

@小黑头：现在一到周末，我就会带着

老婆孩子到龙湖的湿地公园玩，家在郑州，

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了。

@郑州小吴：四年前我离开郑州上大学

时，龙湖区域还是一片荒芜，如今已经高楼

林立，郑州这几年发展迅速，毕业的我毫不

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昭 李昊阳
牧堃 贾志昊

如果说湖是散落在城市中的镜子，那么
龙湖这面镜子就映射了郑州的变化。2012
年 10月 18日，郑州郑东新区龙湖正式蓄水。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大河网记者开始了一项

“艰巨”的任务：每天拍摄龙湖照片。几年时

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记录下龙湖“成形”
的全过程。截至 2018年 12月 18日，在大河
论坛关于“龙湖成形记”的专帖里，历时2000
多天拍摄的近 10000张照片，成了龙湖蝶变
和城市变迁的生动见证。

自古以来，郑州就与水相伴。《周礼·复
官·职方氏》曾有过记载，“河南曰豫州，其泽
薮曰圃田”。2012年 10月 18日，龙湖正式蓄

水。龙湖所在的位置，正是历史上的圃田
泽。自龙湖蓄水之日起，大河网记者就开始
拍摄，记录龙湖的蝶变。

回忆起曾经的拍摄经历，大河网记者许
会增仍记忆犹新，“最开始的时候通往龙湖的
道路都是土路，每到雨雪天气都泥泞不堪。
记得有一次，车前部陷进泥里，泥浆糊满挡风
玻璃，只能弃车前行。”如今，曾经泥泞道路变
成了现在的龙湖隧道，曾经的荒凉之地变成
了如今的湖水泱泱。龙湖调蓄工程的建设，
使得昔日的圃田泽得以重现。

龙湖蓄水，不仅标志着作为郑东新区
规划建设的点睛之笔龙湖区域由蓝图变成
现实，郑东新区“水域靓城”的姣好容颜也
开始展现在大家面前。如今，被誉为河南
的“陆家嘴”的龙湖金融岛也拔地而起，郑
州这个千年商都也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新高度。

龙湖的蝶变映射出了郑州这些年的崛起
和飞速发展，大河网记者将继续用镜头记录
龙湖的变化。③5

网友评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利瑶 杨霄

“李鬼”二维码诈骗令郑州
百姓愤怒。不久前，它们袭扰
了菜场、饭馆、早餐、停车场，又

在近期疯狂缠上了共享单车。在本月，哈啰单车
在郑州市区被“李鬼”二维码破坏量日均达近
2000辆。这种“走量”式小额度骗局，已成破坏共
享经济健康发展的安全隐患。12月 19日，多家
单车公司发出预警，严防“李鬼”二维码诈骗。

每天近2000辆哈啰单车二维码被掉包

“在本月，郑州市遭‘李鬼’二维码粘贴的哈啰
单车日均近 2000辆。”“李鬼”二维码为何近期偏
爱跟踪哈啰单车？哈啰单车郑州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解释，哈啰单车可通过支付宝 APP扫码骑车，
并和支付宝的个人账户关联完成付款。

该公司相关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李鬼”二
维码，通过支付宝APP扫码后，跳转后的假页面与
哈啰单车开启车辆的页面极其相似，甚至都是“收
1元钱”。但仔细观察可发现，“李鬼”二维码所导
引的假页面，与正常使用共享单车的页面与流程
有明显出入：其一，使用共享单车，通常是先骑行、
后按使用时间与距离付款，而假页面在开启车辆
时就提醒付款。其二，“李鬼”二维码本质是转账付
款码，因用户扫码后将发生转账行为，支付宝会立
即跳出“安全提示页面”。不过，骗子做好了“功
课”，他们首先将账号头像复制了哈啰出行 LO-
GO、只收 1元，利用骑车人通常是着急开锁的心
态，很容易就完成钓鱼。事实上，这种诱导转账1
元的骗局还算是客气的。更多的“李鬼”二维码，是
中介、信贷广告或是假冒支付宝的非法网站。

使用扫码付款前要认真检查

哈啰单车二维码日均被破坏近 2000辆意味
着什么？简单来看，这相当于每天郑州市区约
6000人次骑行需求受直接影响。从深层次看，更
多人面临着被金融诈骗的风险。

支付宝官方19日作出回复，此类行为已涉嫌欺
诈，该公司已向警方反馈相关信息。同时，如用户发
生误扫“李鬼”二维码发生财产损失，请即刻拍照或录
影留存证据，并通知支付宝获得先行赔偿。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贺心群 郭俊华
娄恒 贺志泉 李昊阳

早在 30多年前，一部反映改革开放的
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唱响了大江南
北，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12月 12日，大河
网邀请到了剧中的男女主角任宏恩和汤玉
英，还有剧作家齐飞，跟广大网友聊聊剧内
剧外的那些事儿。

新变化触发了写作灵感

《“倒霉大叔”的婚事》开场一句是“春风
吹得人心醉”，而且这句台词连着唱了三
遍。这里面到底有啥文章呢？

著名编剧齐飞说，春风指的就是改革开
放。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变化，让他有了
创作的冲动。改革开放之前，有一次，齐飞下
基层时在禹州一山村支书家吃午饭。左等右
等，饭就是端不上来。他到院内一看，支书大
嫂正在鸡窝边等鸡下蛋。他说不用吃鸡蛋，
一碗素面条就行。大嫂脸一红，“不怕你笑
话，俺是等着一会拿着鸡蛋去换盐呢。要不
然，大家只能吃甜面条了。”

几年后齐飞再次路过该村，支书家的巨大
变化让他大吃一惊。从住的房子到家里用的，
都是当时“时髦”货。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出
一部现代戏来，唱唱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思想

在这部剧中，中原大厦、飞机、熊猫牌的

糖、自行车等都是当时新变化的代表。谈到
改革开放，三位嘉宾都难掩激动之情。改革
开放之前，生活紧巴巴的，啥都不敢干。改
革开放之后，人们可以甩开手脚大胆干了，
生活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关键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任宏恩表
示。谈到现在，三人更是打开了话匣子。“现在
到处是高楼大厦，出远门有飞机、高铁，‘神舟’
都上天好多次了，前几天不是又‘奔月’了嘛。”
汤玉英说，虽然她已经七十多了，但穿的衣服
还是很时尚，只要自己喜欢，想穿啥就买。

文艺就是要为时代歌唱

“非常感谢观众对我们的支持！”汤玉英
说，“以前下乡演出都是自己拉着戏箱走几十
里，现在各地都有乡村大舞台。感谢党和国
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主要致力于现代戏创作，而且大部分
都是农村题材，农村是我们戏剧的一块沃土。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人民。贴近生活，贴近百
姓，贴近现实，为时代立碑，这是每一个艺术工
作者的神圣的使命和担当。”齐飞表示，现在全
国各地的变化太大了，这也给文艺工作者提供
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作为
文艺工作者，我们就是要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我们的英雄！我们一
定要不忘初心，共同为我
们时代而歌唱，创作出来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优秀作品来。”③4

共享单车遭“李鬼”二维码缠身

若有财产损失
可通知支付宝先行赔偿

《“倒霉大叔”的婚事》唱响大江南北，“倒霉大叔”谈幸福生活：

要一直唱下去，为时代喝彩

《“倒霉大叔”的婚事》剧中主角和剧作家接受采访。②2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贺心群 摄

如何防御“李鬼”二维码

1.请尽可能使用单车公司APP扫码。

2.扫码前仔细观察二维码是否有被撬或有
覆盖痕迹。

3.扫码后若出现转账或其他不明链接，不
要进行转账或点击操作，以防造成财物损失。

2012年10月18日，龙湖正式蓄水。②2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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