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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这条锦鲤”“今天也要加油鸭！”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包括网红明

星、萌宠等在内的多种表情包，已经成为人们在网络上表达情绪的主要载

体。然而，不分场合地随意刷屏、斗图，让原本真诚的交流变了味，过量使用

表情包需要防止“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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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在全
县形成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日前，延津县检察院
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通
过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集中精干力量、规范案件办理
等多项措施，积极参与全县组织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
动。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维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玉翠
等人莅临现场对宣传工作进行指导，对该院的宣传形式、内
容及效果给予了肯定，并给了中肯的建议。该院将进一步加
强与媒体的联系沟通,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做好分工协作,不
断创新形式和方法,努力形成扫黑除恶专项宣传的常态化。

活动现场，该院干警采取放置扫黑除恶展牌，设置咨询
台、现场咨询、派发宣传手册、赠送印有“扫黑除恶、弘扬正
气”等字样的围裙手袋等方式开展宣传，并悬挂扫黑除恶条
幅，向广大群众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鼓励、支持广大
群众主动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去，进一步提高了广大
群众的法治意识。该院干警共接待咨询群众100多人次，派
发宣传手册1000多册，广大群众反应热烈，纷纷表示会全力
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积极提供涉黑涉恶线索，坚决与黑
恶势力作斗争。 （陈昕）

延津检察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新乡市红旗区向阳办事处在新机社区设
立了廉政文化教育品点，以“品点”促亮点，持续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以案促改，推动作风转变。每
周组织开展廉政教育活动，学习党纪法规，增强法
律意识；学习典型案例，以案释纪，以案促改，始终
绷紧廉政弦。琴棋书画，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弘

扬传统文化，组织“古诗词读书会、廉政诗词朗诵
会、笔墨书廉洁书画会”等多场宣传廉政思想的活
动。深入群众，增进干群关系。每逢传统佳节，都
会邀请辖区居民到“品点”一起过节。面对弱势群
体，党员干部主动到家中，送去礼品和祝福，解决
实际生活困难，用行动增进干群关系。

（李红卫 张茜）

以“品点”促亮点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新乡卫辉市联通公司以抓廉政建设
促进生产经营，推动互联网化运营和营销快速转
型。一是以抓廉政引领业务转型，把抓纪律建设、抓
党风企风、抓反腐倡廉落实到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
和环节，贯彻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二是抓实抓细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管理人员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责任书，全

员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严格监督执纪问责，着力
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三是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的示范引领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党建和党
风廉政建设进一步融入市场经营发展中，让干部员
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干事创业的激情，推动企业
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为卫辉联通健康发展提供坚
强的纪律保障。 （闫鸿武）

以抓廉政建设促进生产经营

今年以来，新乡卫辉市移动公
司将嵌入式廉洁风险防控作为监
督责任的重点，一是组织关键岗位
员工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将风
险建设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二是
梳理完善专业线条廉洁风险点，将
风险防控嵌入生产经营的全流程，
按照A、B、C等级从高到低划分风
险等级，形成嵌入式廉洁风险防控
体系；三是建立风险防控月检查制

度，由纪检部门牵头，实行部门联
动、自查与互查相结合的方式，夯
实检查、通报、整改、回头看各关键
环节；四是补充完善风险点体系，
在强化整改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原
因，梳理健全管理制度和流程，针
对性确定整改举措，形成闭环管
理，督促责任人改进提升工作，真
正将嵌入式风险防控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 （马明艳）

强廉固基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狠抓

“强廉固基”工程措施落实，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村组延伸，构建
绿色大营政治生态。一是完善制
度、强化机制。建立干部驻村工作
制度，切实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
口。建立微权公开制度，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建立入村巡察制度，
督促村组干部廉洁履职。建立村
组干部廉洁从业绩效考核办法，奖

惩结合，不断促进农村党员干部转
变作风、提效能。二是明确任务，
集中落实四大载体工作。加大对
重复信访问题的治理力度，化解基
层矛盾。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从根本上遏制黑恶势力。开
展“一清二白”工程，规范小微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扎实开展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助力
脱贫攻坚。 （张亚林 张海虹）

“清单制”助推廉洁风险防控工作落地

今年以来，漯河临颍县采取“破”与“立”相结
合的办法，有效解决巡后整改工作中存在的整改
不力、整改迟缓等问题，整改成效明显提升。“破”
就是破除以往督查模式。现由巡察办主任、副主
任，巡察组组长、副组长，被巡察单位一把手组成
的“三方验收”督查组，共同验收被巡察单位整改

成果，当场提出异议。“立”就是建立相辅相成的
新的机制。建立的“五书”整改机制，包含《整改
督查督办通知书》《整改阶段督查指导书》《整改情
况提醒书》《整改工作告诫书》《巡察整改问责书》，
根据被巡察单位整改情况，下发力度逐级递增。

（安彦召）

掌握主动权 打赢整改攻坚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利瑶

转眼又到岁末，在这重磅的
“流量担当季”，各大商场、购物
中心不惜花重金，在美陈、营销
方面重拳出击。对于郑州各购

物中心来说，从 11月初，岁末档狂欢仪式就已陆续
开启。除了必需的节日装扮，各大商家还凭着独树
一帜的营销手段试图吸引更多客流，创下更高销售
纪录。

线上线下拉拢人气

11月中旬，郑州熙地港购物中心率先开启节日
狂欢，拉开郑州购物中心岁末档的序幕。不同于去
年的冰雪主题，今年岁末档，熙地港把来自北欧的全
景式童话小镇搬进了商场，让顾客在逛街的同时，近
距离感受浪漫的北欧风情。

不仅如此，郑州各大商场在以视频、文字等信息
向消费者传递节日活动信息的同时，还有圆梦助力
等环节，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线下到店的概率和参与
度。如通过刺激转盘、公众号留言等环节拉拢粉丝、
聚集人气，线上线下“花式”互动上演岁末档营销。

紧锁 IP展再掀潮流风

值得一提的是，购物中心的优秀 IP 展下沉趋
势，在今年的岁末档尤为明显。如新田360广场(郑
州国贸店)本次推出的“ Molly XMAS ”展，从
2017年年底在北京西单大悦城打卡开始后，一路经
过上海、杭州、青岛，于今年岁末落脚郑州。萌萌哒
的外观，自带话题的属性，一经面世就受到消费者的
追捧，并逐渐成为购物中心招揽人气的制胜法宝。
除主题展外，商场还针对 20岁至 35岁年轻潮流客
群特点，同期举行 Molly 油画室、泡泡玛特快闪店
等潮流活动。

明星到店共庆，用粉丝收割人气

不同于其他购物中心，丹尼斯大卫城今年除了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宣传及折扣外，还在线下请
到了新晋流量小生与粉丝共度，以及聘请专业化妆
师为顾客提供免费荧光妆，并联合第三场城市解
谜，以跨年狂欢盛典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
参与度。

除了这些“明星”商业项目，今年郑州其他购物
中心岁末档活动也各有千秋。从标配的节日装扮，
到创意十足的活动、颜值与内涵齐聚的美陈、特色十
足的营销等，可以看出，各大购物中心早已不满足于
通过简单的传统促销来带动业绩增长，而是试图用
各种“花式”营销，在提供给消费者更高品质体验的
同时，轻松赢得“节日经济”卖点。③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康世甫 赵汉青
李昊阳）助力河南“联接中外，沟通世界”，12月 25
日，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携手河南省翻译协会、郑州大
学外语学院、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工业大学外语
学院，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国际传播共建单位
签约暨专家团专家聘任仪式，11名专家现场被聘为
专家团成员。5家单位将共同致力于向全球讲好河
南故事，让世界“读懂”精彩河南。

近年来，河南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大河网也开
通了英语频道，面向全球宣传推介河南，打造世界了
解河南的重要窗口。为更好地传递权威声音、提供
公共服务、弘扬河南正能量，河南省政府网英语频道
也将于近日正式开通。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负责人在致辞时说，此次活动
旨在通过共建签约，搭建全新平台，吸纳各家优势资
源，讲好河南故事，让世界看到河南的新成就新发展。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
省属重点新媒体机构，旗下的大河网是全国重点新
闻网站，承办有河南省人大网、河南省政府网等众多
省级党政机关官方网络外宣平台。

河南省翻译协会、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工
业大学在国际传播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资源优
势。受聘的专家团成员中，不仅有外语学院的专业
教师，还有翻译协会的专家学者，他们将共同为河南
省政府网英语频道、大河网英语频道发展提供强大
的智力支持。③8

过量使用让人“消化不良”

然而，部分表情包的使用却违背了初衷，
并出现了“天可不聊，图不可不斗”“一言不
合就斗图，满屏尽是表情包”等跑偏的现象。

在广东某新媒体小编蔓菁看来，微信群更像
一个公共的领域，群里斗图刷屏，甚至影响到其
他人的生活。她说，现在，无论是工作还是社交
都离不开微信。一个群如果经常刷屏斗图，容易
引起其他人的反感，过量使用会让人“消化不良”。

融媒矩阵

让世界“读懂”精彩河南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国际传播共建

单位签约仪式举行

线上线下“花式”互动

郑州各购物中心
主打“粉丝经济”有妙招

打开手机满屏尽是表情包，专家建议

表情包使用要分清场合与情境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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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王伟宾

时光检验着他们的承诺

为了一句承诺，洛阳退伍老兵
徐来根改名换姓替牺牲战友
尽孝 74年。徐来根原名杨
小黑，16岁入伍，1945年他
的战友徐栓牺牲，徐父失去
唯一的儿子，部队领导提议
让他改名为“徐来根”到徐家
赡养老人。“徐来根”这一守
就是大半生。截至目前该事
件全网视频播放量33万人次。

为了换来绿水青山，信阳
市新县陡山河乡刘湾村抱耳楼村
民组的退役老兵徐绪祥夫妇40年
坚持开荒造林。徐绪祥如今已经80
岁，这位退役老兵从1979年起，与妻子
李大华利用村民分到的部分山林和150亩
荒山，修建10多里育林山路，凿岩石800米，砌
石岸1500米，累计植树10万余棵，硬是把座座荒
山、道道荒坡变成了层林尽染的生态画卷。截至
目前该事件全网视频播放量10.7万。

美丽不惧怕流逝的年华

手牵手，可以从青春到白头。2018年的七
夕节，当晚 11时 40分左右，在郑州火车站，一
对老夫妻手牵着手排队进站候车。老人的腿脚
不是很方便，手里还拿着从医院拍的片子，两人
等火车一直熬到深夜，紧紧牵着的手始终没有松
开。截至目前该事件全网视频播放量102万。

今年86岁的濮阳籍老人徐凤英在北京离休
后，卖掉北京的房子，住进家乡的敬老院，把所得
的房款一部分留给孩子以后，其余部分陆续捐赠
给慈善事业，累计捐款近百万元。该事件全网视
频播放量62万人次。今年68岁的许昌老人杨五

洲和66岁的老伴儿谢金珠，则选择了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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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五洲还写下几十万字
的旅行日记。他们去过不少城市，感觉还是家乡更
美。截至目前该事件全网视频播放量89.2万。

用善意书写人生精彩

遇到被撞倒的老人，大一学生主动帮扶。

杨雨润就读于河南理工大学2017级消防工程专
业，7月16日 15时 20分左右，他骑车经过焦作
市龙源湖公园西南角附近时，恰巧遇到一辆出租

车意外撞倒两位老人。他急忙拨打
110和120，并随后协助医护人员把

两位老人扶上车，又骑车跟随救护
车一起前往医院，并垫付1000
元医疗费。截至目前该事件全
网视频播放量113万。

女孩骑车撞坏轿车车灯，
车主安慰无需赔偿。7 月 14
日，一个看起来十五六岁的女
孩在郑州一街头多次向身旁的
一名男子鞠躬。这个女孩骑车

不小心撞坏了男子的汽车车灯，
她赶紧拿出钱并多次向车主90度鞠

躬道歉，车主不仅不让赔偿，还安慰她：
“没事的，就是换个灯，你快走吧。”截至

目前该事件全网视频播放量405万人次。

家人的爱是最温暖的陪伴

有一种爱情，是不离不弃。8月12日，在河
南省肿瘤医院，杨枫准备为病房中的女友小慧
举办一场婚礼。但婚纱还没来得及穿，戒指还
没来得及交换，女友就病情恶化，带着这份爱意
离开了人世。两年前，独自与白血病抗争了6年
的小慧，遇到了热心肠的货运司机杨枫。“想照顾
她一辈子。”两年来，杨枫一边打工，一边给大自
己5岁的小慧看病，日日陪伴，从没有离开过。
截至目前该事件全网视频播放量2960万人次。

父爱如山，也可以用最走心的方式表达。
焦作电工张喆和4岁儿子共同完成的一次亲子
作业中，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用电危险的场景画
出来，手绘漫画教孩子了解安全用电常识，远离
危险。截至目前该事件全网视频播放量175万
人次。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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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陪伴始终带给你温暖有一种陪伴始终带给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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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情暖焦点

@大雷：表情包能让人们更好地、更充分地表达情感，是人

际交流的润滑剂、调味剂。表情包开启了“声情并茂”的全新交

流方式。

@浩克：我收藏的表情包已达到上限，表情包替我解围了很多

尴尬的场合，已经成了我日常线上交流的一部分。

@小喜娃：跟长辈用表情包交流还是有“障碍”的，我父母经常

不懂我的表情包想要表达什么。

@歇头：表情包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太过依赖并不好，正式严

肃的场合使用表情包会显得不礼貌。

网
友
热
议

表情包的使用犹如一把双刃剑。如何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地
使用表情包，专家表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区分对待不同的场景和情境。是私人场景还是公共场
景、是娱乐情境还是工作情境，是跟长辈沟通还是跟同辈交流，在
不同的场合和情境使用表情包的效果是不同的。

其次，重视自我情感管理。并非什么样的情感都可以用表情
包来表达，目前来看，表情包具有情绪放大和娱乐化消费倾向，对
于活跃气氛、避免尴尬等有一定的效果，但一些不适合用表情包表
达的情绪一定要慎重，尤其在涉及民族情绪和道德方面。

最后，不要把表情包当成表达困境的救命稻草。成都市第四
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云歌认为，表情包只是一种辅
助工具，说正事的时候还是建议用文字或者语言表达，唯有恰到好
处的点睛之笔，才能达到表情包的使用效果。

（综合新华社报道）

□张红梅

连续做了 46 期《舆情暖焦点 传

播正能量》栏目，最大的感受是：河

南好人多，为自己身为河南人而深

感骄傲。

作 为 媒 体 人 ，如 何 深 度 推 动 媒

体融合、创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 观 ”，是 探 索 课 题 ，也 是 职 责 所

在 。《舆 情 暖 焦 点 传 播 正 能 量》栏

目，从热点提取，用数据解读，关注

热点暖新闻事件百余件，受到网友

广泛关注。

该栏目在传播形式上力求创新，

在故事选择、数据分析、多形态展示

上下功夫，用云图、数据、图片，在版

面编排上不断变化形式。选取暖心

平凡故事为主要素材源，集纳推出了

网络上热传的近百位河南人正能量

故事，找准第二落点，强调有效价值

二次传播，为每个暖心故事配以准

确的传播数据和详细的传播路径，

展现河南正能量在全网的传播度和

影响力。不少网友感叹：“河南好人

越来越多，我骄傲，我是河南人！”

我们相信，2019，会有更多的河南

好人，给中原大地带来无限温暖！②23

调节气氛 表情包成“调味剂”

“恭喜咱们小组拿了优秀奖！”广州 90后
白领小琴打开微信工作群，看到上司发的这句
话，同事们“开心”“恭喜”“厉害”“赞”之类的表
情包摆成了整齐的队形。

“发纯文字的‘祝贺’觉得不足以表达内心
的情绪。”小琴说，某些表情包会有“声音”反
馈，也就是网友常说的“这张图有声音”，因为
相比于文字符号来说，图像符号更能够唤起人
们的情感，还原了“身体不在场”的情感表达。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操慧认为，
表情包的情感认同折射的是当下人们的一种
社会情绪，也就是将一些微妙的“不可言说”化
作一种隐喻性表达。

我骄傲，
我是河南人！

微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张红梅

河南出英雄河南出英雄，，更有一个个普通的身边好人更有一个个普通的身边好人，，他们用他们用

凡人善举凡人善举，，书写人间大爱书写人间大爱。。即将过去的即将过去的20182018年年，，在平在平

凡的人生路上凡的人生路上，，他们爱的播撒他们爱的播撒，，一直没有停歇一直没有停歇。。

自自66月月 1111日以来日以来，，河南日报在全新改版后的河南日报在全新改版后的《《焦焦

点网谈点网谈》》版面上版面上，，连续连续推出弘扬推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融媒体专栏的融媒体专栏《《舆情暖焦点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传播正能量》，》，用大数据用大数据

追踪河南人网络暖新闻正能量事件追踪河南人网络暖新闻正能量事件，，截至今日截至今日，，

已连续刊登已连续刊登4646期期，，热点传播数据已累热点传播数据已累

计计33亿多人次亿多人次。。今天今天，，让我们撷让我们撷

取他们中的取他们中的20182018感动瞬间感动瞬间。。

专
家
支
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