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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兆云在国外学术

期刊发表的论文，七成以

上是与高传玉合作完成；

心脏外科在完成搭桥手

术 200 例、800 例、2000

例等重大节点上，都要邀

请高传玉的团队一起座

谈总结。

互联网技术正在加速驱动新

一轮教育产业升级。近年来“互联

网+教育”的业务载体和商业模式

不断推陈出新,先后出现了以视频

直播为代表的“电大模式”、以线上

授课和线下答疑为代表的“双师模

式”和更注重互动性、参与性的“人

工智能课堂”模式。专家认为,未

来,随着“互联网+科技+教育”的

业务载体日趋成熟,新的商业模式

也将相继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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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1月1日，郑州交警五大队民警杨
华民在微博晒出自己“丑陋无比的手”，让众多网友
动容，并为他点赞。当天，50岁的杨华民在执勤
岗路口附近搬移妨碍通行的共享单车。虽然有
防护手套，但由于长期室外执勤，他的手背还是
被冻得裂开了口。他在微博中说：“丑陋无比的
手，搬动着一辆又一辆碍事的共享单车，为您腾
出一条好走的道，尽管力量微
小，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天长
日久，就是一种服务。”

1月3日，杨华民回应网友
关切说：“媳妇为我买了冻疮
膏 ，经 过 涂 抹 ，冻 伤 有 所 好
转！谢谢大家的关心，为大家
出行服务，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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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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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焦点网谈│082019年 1月 10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志强 曾鸣 美编 刘竞jdwt@henandaily.cn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他们用心温暖寒冬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宋向乐

这双“丑陋”的手
为大家腾出一条路

1 月 3 日，大河网以
《杨华民说自己有一双“丑
陋”的手 可网友觉得那才
是最美的手》为题发布相关
报道，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转发，截至 1月 9日 20
时，相关信息在微博获得的
点赞量超2.1万个。

传播数据：

2.1万

河水冰冷 他奋力救出落水女孩
新闻事件：1月2日7时许，遂平县的室外温度

低至零下4摄氏度。突然，环城的汝河中传来几声
“救命”的喊声，一个女孩在河水里挣扎。此时，遂
平县烟草公司职工王彦秋刚好路过附近，他一边
跑一边脱掉身上的外套，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
中。王彦秋使出全身力气，将女孩慢慢拖向岸边。
快冻僵的王彦秋渐渐体力不支，但仍咬牙坚持。他
们到岸边时，围观群众合力将女孩拉上了岸。

1月 2日，大河客户端
首发相关报道，之后央视新
闻、新闻周刊、河南日报等
媒体官方微博相继转发。
截至1月9日17时，相关视
频播放量达400万次。

传播数据：

400万

为了救人他们在冰面匍匐前行
新闻事件：1月 4日，在台前县城关镇金堤

河公园附近，两名儿童在结冰的河面溜冰玩耍
时不慎坠入冰窟。附近群众看到后赶紧报警，
台前县消防大队立刻赶赴现场救援，消防员钱
步航与孟凡业经验丰富并且体重较轻，他们首
先踏上冰面救人。由于救援过程中冰面踩踏时
间较长，随时有破碎的可能，两名消防员匍匐在
冰面上施救。两名儿童被救出，遗憾的是第二
个被救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

1月 6日，都市频道首
发相关报道。此后，央视网、
中新网、大河报微博等多家
媒体报道相关事件。截至1
月9日17时，秒拍视频播放
量达390万次。③5

传播数据：

390万

杨华民在执勤。②25 宋向乐 摄

互联网+人工智能

教育个性化成为可能

2018微信数据报告来啦

最爱的表情包已暴露你的年龄

网友评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张利瑶

1月 8日，记者获悉，美团打车在近期已取
得郑州市的网约车运营资格，正在进行司机招
募，有望近期“开城”运营。

据信源显示，美团打车在郑州已完成公司
注册，正在大规模进行“注册司机”招募计划。

1月 8日，记者根据招募信息，找到了美团
打车在郑州的办公地点，并向其负责人求证“入
郑计划”。

“郑州是网约车企业的必争之地。经过几
个月的考察之后，美团打车决定把国内第3个城
市定在郑州。”美团打车一王姓负责人称，2017
年年底，美团打车曾在国内一些城市做过一项
统计，调研司机与乘客对该公司的受欢迎度，郑
州在“受欢迎城市”的榜单上。

2018年 4月 13日，上海路团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打车运营主体）郑州分公司成立，2018年
11月 30日，该公司在郑州市取得《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对于注册司机招募数量，该人士并未透露
详情。记者登录美团打车APP，页面显示“当前
城市暂未开通服务，敬请期待”。客服人员向记
者表示，“具体的开城时间请以APP推送为准。”

实际上，郑州网约车市场上除了有已深耕
数年的滴滴，还有神州专车、曹操专车、首汽约
车等网约车平台。在各路资本的推动下，郑州
网约车市场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对美团
打车而言，要想在短期内获得市场认可显然是
一个“烧脑”又“烧钱”的任务。

新环境下，更多的网约车平台方拿到了郑州
市场资源再分配的入场券，这是行业“局部洗牌”的
良性表现。在此之前，国家对网约车行业下达了

“全合规化”要求。所谓“全合规化”，是指监管部门
对网约车平台运营、车辆及司机注册提出了一整
套要求。一系列新规的落地，让出行服务领域更
规范。作为网约车平台，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更
好地服务消费者，才是其应该着重考虑的。③5

美团打车悄然入郑

网约车战火重燃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公务员法有关规定，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纪委监委现面向疆外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如下：

一、选调计划和职位
面向疆外党政机关选调工作人员 9名。其中，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机关正处级领导职务干部人选 3名，
副处级领导职务干部人选 4名；第六师五家渠市纪委副书
记人选1名（县处级正职），第七师纪委副书记人选1名（县
处级正职）。

二、选调对象和条件
实施公务员法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

位）中已进行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
的工作人员。

作为正处级领导职务干部人选的，应现任县处级正职
职务或担任县处级副职职务2年以上；

作为副处级领导职务干部人选的，应现任县处级副职
职务或担任乡科级正职职务3年以上。

三、资格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

质，品行端正，实绩突出，群众公认；
2.中共党员；

3.选调对象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4.年龄 40周岁以下(1979年 1月 5日之后出生)，报名

作为正处级领导职务干部人选的，年龄可放宽至42周岁以
下（1977年 1月 5日之后出生）；

5.身体健康；有较好的法律素养，熟悉纪检监察工作；
6.选调对象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
四、选调程序等详细情况请登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

务网（www.xjbt.gov.cn）、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试信息网
(www.btpta.gov.cn）、胡杨网（www.huyangnet.cn）查
询。

五、其他事项
（一）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或邮寄资料报名。电子邮

箱：btjw127@163.com。邮寄资料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光明路 196号兵团机关综合办公楼 1537室兵团纪
委监委组织部。邮编：830002。

（二）报名时间：自2019年 1月 10日起至1月28日止。
（三）报名咨询电话：0991-2896748 289018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
2019年 1月 10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黄河之畔，商都之地，孕育郑信精神；华年似水，岁月
如歌，大哉郑信之光。2019年 8月，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将迎来建校30周年华诞。

三十载风雨兼程，三十载砥砺奋进。郑州信息工程职
业学院创立于 1989 年，创办人陶保富博士，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立德树人，带领郑信人努力拼搏，强化培养新时代
多技能、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理念，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
历经30年，向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专业技能型人才。

三十载励精图治，三十载淬砺奋发。建校以来，学校始
终秉承“厚德崇信、博学尚技”的校训，以兴办“学生高兴、企
业满意、家长放心、政府支持、教工幸福”为宗旨，狠抓师资队
伍建设，完善学校教育机制，收获了殷实的育人硕果。

三十载栉风沐雨，三十载桃李芬芳。郑州信息工程职
业学院30周年庆典，是郑信人热切期盼的盛大盛典。根脉
相连，心手相牵；相约绿城，聚首郑信。回望来路，情深意
长；饮水思源，感恩郑信栽培；畅叙情谊，为郑信建言献策；
建功立业，共谋郑信宏图。

薪火相传三十载，昂首阔步谱新篇。郑州信息工程职

业学院建校30周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郑
信人继续秉承“工匠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精
益求精的品质和执着创新的追求，重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把人才培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
建共享型产教融合实践平台，打造校企利益共同体，稳步
推进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迈着坚实的脚步，走
进新时代，创造下一个辉煌的三十年！

值此三十年校庆全面启动之际，谨向关心、爱护、支持郑
信发展的社会贤达和广大校友致敬问好，全校师生员工热忱
欢迎各界嘉宾莅临郑信，共襄立德伟业，共谱树人华章！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联系人：李莉老师
联系电话：0371-64966617 0371-64966607(传真)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桃贾路 331号办公

楼206室
邮政编码：450121
电子信箱：zxdwxcb@126.com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三十年校庆
公 告

漫画/王伟宾

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

艾媒咨询近期发布的《2018中国在线教
育行业白皮书》认为,在线教育的突出优势在
于灵活便捷、资源丰富,并且能结合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技术满足用户多元化、个性化需
求,弥补传统线下教育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预
计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达2.96亿
人,市场规模将达4330亿元。

从国内互联网教育产业看,新东方、好未
来、学大教育等企业均已经尝试用互联网技
术,赋能教育资源。从较早的文本课程下载,
到视频课堂,到互动双师+直播模式,再到全
面人工智能功能嵌入,技术升级俨然是在线教
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教学思维发生演变

新的技术促成了国内在线教育机构得以

不断升级,并推动教学思维发生演变,线上教
育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全新教育方式。

与此同时,用户对于在线教育的需求正在
升级,从早前单纯注重师资力量,到如今师资
与用户体验并重,用户要求教育平台加大技术
含量,在授课过程中增强互动性与参与性。

记者近日从沪江网获悉,沪江网旗下的实时
互动教育平台目前已有2000多家机构和4万多
名网师入驻,课程覆盖语言、职业技能、文化与科
学以及K12I(学前至高中阶段教育)四大门类。用
户可以在平台上选择个性化课程,并且在授课过
程中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课堂参与和实时互动。

沪江网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伏彩瑞表示,
“互联网+”不仅需要把互联网引入学校,还要
通过大规模、普惠的平台及工具,将优秀的老
师从线下带到线上,把课程从城市送入乡村。

技术弥合教育鸿沟

通过技术手段,弥合欠发达地区存在的教
育鸿沟,消除教育资源东西部差距,业已成为
在线教育行业发展趋势和方向。近年来,各地
实践互联网教育扶贫的案例不断涌现,除了在
线教育企业外,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也在
该领域投入力量。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
院研究员杨勇认为,在线教育并非是传统线下
渠道和场景拖到线上的搬运工。对于远程情
景互动的参与性的“人工智能课堂”,可以通过
异地教育资源的精准投放,缩小教育资源区域
差距,实现特色教育资源、交互式网络直播技
术、远程网络互动教室的融合。

分析人士认为,“人工智能+教育”成为
2018年在线教育行业的关键词。未来几年,
在线教育技术的持续升级、个性化教育的普及
都将推动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进一步增长。

（据新华社上海1月6日电）

网友@发条兔子：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环

境和教育方式的理念与实践变革提供了可能。

网友@刘大棚：期待更加自主、自由和个性

化的学习氛围!

网友@哇哈
哈:突破了时间和

空 间 的 局 限 ，人

工智能让学习变

得更有趣。②25

（本报记者
曾鸣 整理）

□本报记者 曾鸣 刘志强

如今，微信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昨

日发布的《2018微信数据报告》总结出各个年龄段群体热衷的表情包以及

生活习惯。一起来看看，你被说中了吗？

00后：喜提“冰糖少年”，爱发“捂脸哭笑”

00后，偏好甜品和冷饮，身体里一半是
冰一半是糖，购买冷饮和甜品的 00后人数
比三年前增加了230%。

对于正值青春年少、身处校园的 00后
们来说，当下，还有什么烦恼不是一份甜品
能解决的呢？如果有，那就两份啊！

此外，报告还显示，00后喜欢晚睡早起，
睡眠时间最短，夜晚 10点后开始活跃，夜猫
人群集中。

经常“捂脸哭笑”的 00后们，在甜甜的
生活背后，是否也有一份青春的懵懂与无
奈？

90后：经历人生转变，常常“笑中带泪”

近几年，逐渐离开校园，步入社会的 90
后或许是生活变迁最大的一批人。休息日
赖床、“感觉身体被掏空”，成为职场新鲜人
90后的新标签。

而 90后的阅读偏好也从“娱乐八卦”逐
渐向“生活情感”转移，可以看出当下 90后

正在逐渐成长。90后也爱自嘲：“还没做好
准备，‘秃头危机’‘中年危机’却好像都不远
了……”

面对许多的人生第一次，有压力也有收
获，20多岁的人生，总是有笑有泪，你是否也
是这样呢？

80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喜欢“咧嘴大笑”

80后，偏爱“咧嘴大笑”，一身正能量，真
诚质朴地笑对一切。他们无论早晚，都热爱
阅读，日间精力主要用于工作，始终关注国
家大事。

报告还显示，70后则是爱刷朋友圈，睡
眠时间相当规律。55岁以上的中老年用户，
最爱点赞，热衷视频通话，喜欢养生类的文
章。阅读内容从看励志文化变成了关注健
康，逐步“退居二线”的中老年人，生活也相

当丰富，不仅有“保温杯里泡枸杞”，还有“买
买买和社交”！

此外，微信作为手机支付工具，发挥的
作用也越发明显，每个月使用微信搭公交地
铁的乘客比2017年增加 4.7倍，每个月使用
微信零售消费的买家比2017年增加1.5倍。

2011 年，微信提出口号“微信，是一个
生活方式”。8年过去了，微信真的成为我们
的生活方式了吗？③9

00后

90后

80后

70后

·晚睡晚起 睡眠时间最短

·夜猫人群集中

·身体一半冷饮一半甜品

·荣获“晚起鸟儿”称号

·公共交通出行最频繁

·阅读内容从娱乐八卦
转向生活情感

·无论早晚都热爱阅读

·日间精力主要用来工作

·始终关注国家大事

·休闲时刻爱刷朋友圈

·在23:30左右睡去

十字当头的无奈，
长辈们不懂

二十多岁的人生，
总是边哭边笑

一身正能量，真诚
笑对一切

没事偷着乐的乐观
主义者

制图/刘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