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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最是善举暖人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女孩一把拽住轻生男子

新闻事件：3月23日，河南郑州黄河公路大桥，一名
男子蹲在桥上哭，大桥管理处工作人员金婵想上前与他
沟通，不料该男子转身跳河。瘦弱的金婵冲上前一把将
男子拉住，她一个人拉着男子坚持40秒后，陆陆续续有
路人上前帮忙。最终，大家合力将男子救了上来。

“作为富有国际性的一项体育赛事，马拉
松的举办折射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较高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建国说，
举办郑开马拉松赛，不仅能让世界了解河南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又能凸显广大干部群
众争做出彩河南人的良好精神风貌，展示郑州
大都市区和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巨大成
就，展现河南后发崛起的发展趋势和美好前
景，成为推动河南扩大开放，加快高质量发展
的平台和抓手。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双飞）为丰富己
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文化活动周内容，展示“出彩
河南”崭新形象，提升“老家河南”微视频品牌知名度，
引导更多团队加入微视频创作，省委宣传部于 4月 1
日至 7日开展“我最喜爱的‘老家河南’微视频作品网
络投票活动”，拟评出 12部最受欢迎的微视频作品进
行表彰。

网络投票每天每个 IP地址只能投一次，每次投票
必须选择 12部作品，少于或者多于 12部为无效票，4
月7日投票活动截止。

其中，大河网参与制作的微视频作品有《山药女
神》和《河南有个“塞罕坝”》。微视频《山药女神》中，
王瑶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山药推广出去，并对山药进行
深加工，让温县的铁棍山药顺应互联网发展的潮流，
走向世界。微视频《河南有个“塞罕坝”》以河南日报
2018年 1月 9日推出的长篇通讯
《河南有个“塞罕坝”》为蓝本进
行拍摄，通过讲述翟文杰一家三
代为代表的护林人近70年接力、
在豫东平原黄河故道上筑起绿
色长城的故事，激励人们奋力建
设森林河南，让绿满中原、四季
常 青 成 为 出 彩 河 南 的 亮 丽 底
色。③5

3月27日21时，河南广播电视
台民生频道《大参考》栏目微博首发
相关报道。此后，人民日报、央视新
闻、光明网、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微
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4月1日15
时，视频播放量达到1401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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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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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3月 24日，河南信阳，一位大叔在一个
公园里设立了英语角，免费教大家学美式英语发音。
大叔称，自己做过20多年英语老师和翻译，教过很多学
生，现在快退休了，想教家乡的孩子学英语。

大叔在公园办英语角免费教英语

3月28日20时51分，梨视频
微博首发相关报道。此后，河南日
报、新浪财经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
关报道。截至4月1日15时，视频播
放量达到354万次。

传播数据：

354 万

外卖小哥救男童垫付3万元手术费
新闻事件：3月 16日，郑州市区一名4岁男童横穿

马路，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孩子被撞倒后，后方车辆因
不知情，仍在不断向前行驶。外卖小哥冲入车流，一把
将男童拉起，随后送往医院，并垫付3万元手术费。因
救助及时，孩子已转危为安。

3月30日22时32分，大河
报微博首发相关报道。此后，人民
网、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多家媒
体转发相关报道。截至4月1日
15时，视频播放量达到680.9万
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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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河南”微视频作品
网络投票开始

春天里跑出绚丽多彩春天里跑出绚丽多彩
——郑开马拉松融了两座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3月31日，2019第十三届中国

郑开国际马拉松赛（以下简称郑开马拉松）快乐开跑，不

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近5万名参赛选手，在郑

州跑向春天里。

从2006年众多网友发出倡议，到2007年成功举办

首届马拉松；从第一届的5600人，到本届的近5万人，这

项穿越郑州、开封两大古都的马拉松赛事走过了13年历

程。从大河网友的突发奇想成为《人民日报》所说的“那是

一个传奇”，从单纯的马拉松比赛延伸出“体育+”模式，郑

开马拉松站到了一个展望美好未来的新起点。

2006年 8月 6日，一个“关于举办郑汴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倡
议”的帖子引起了开封和郑州两地的广泛关注：头一天沿着郑开
大道徒步行走的王向阳和郑劲松，以网名“半月大哥”和“随风
缘”把这一“突发奇想”在大河论坛上发出来，在网络上得到迅速
传播。看到这一倡议，当时的大河网采编团队讨论后安排论坛
管理员将帖子置顶，吸引数万网友参与讨论。随后，焦点网谈组
织郑开两地举办数万网友签名活动，筹办获得政府支持，一场由
网友“聊”出来的国际马拉松赛事在中原两个古老的城市之间迅
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据报道，郑开马拉松第一届 5600人参赛，第二届 8700人，
第三届 1.6 万人，第四届 2万人，第五届 2.6 万人，第六届 3.6 万
人，第七届3.9万人，第八届4.7万人，第九届4.7万人，第十届4.9
万人，第十一届 4.9万人，第十二届 4.9万人，今年是第十三届依
然汇聚了近5万名国内外跑友参与。

从这一串数字可以看出，每年一个台阶，郑开马拉松参
赛人数在稳步攀升，赛事规模跃居全国前列，成为我国颇具
人气的全程马拉松赛事，吸引了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日本等长跑强国的选手参与，也推动了我省马拉松选手能
力的提高。

网友“二幺梅子”：还记得郑开马拉松刚开

始举行的时候，参与的人并不多，郑开大道也没

有现在这么漂亮。人数一届比一届多，规模一

次比一次大，风景一回比一回美，跑步正逐渐成

为两个城市的欢乐 Party。

网友“会飞的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

奔跑向前，这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正

是如今高速发展中的郑州、开封需要的一种凝

聚向上的正能量。

网友“正在说事”：参与郑开马拉松的人数

越来越多，其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管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网友“雾里看花”：郑开马拉松对于河南的

意义远不止是一场赛事，它让更多人把目光汇

聚到河南，汇聚到郑州和开封，它已经成为世界

了解河南的一个窗口。

缘起：一场网友“聊”出来的国际赛事

成长：从5000人到5万人的狂欢

“郑开”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专家观点

“马拉松经济”擦亮城市名片

扫二维码投票

网友观点

河南省社科院科研处副处长、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杨兰桥认为，郑开马拉松作为一项重要的国
际体育赛事，是绘绚丽多彩河南的一个突破口和
切入点，一方面，赛事牵手两大古都郑州、开封，
对于全面宣传和展示郑州、开封形象，促进郑州

“1+4”大都市的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
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全面展示新时代出
彩河南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宣传展示新时代出
彩河南人的整体形象具有积极影响。

杨兰桥表示，马拉松虽然是一场体育赛事，
但它却可以将背后的相关产业连接起来，带来
运动服饰、智能穿戴、旅游等经济收益。如果一
个城市的马拉松举办得好的话，就会成为这个
城市的品牌，形成累加效应，带来更大贡献。“马
拉松经济”会对消费、住宿、餐饮等跟商务、旅游
相关的领域带来更直接的经济增长，这也是目
前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③4

让世界了解开放的河南

长垣警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公安建设，不断开创公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公安“双高”建设的“长垣实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娜
本报通讯员 闫海 王志彬 化玮

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全国“两
会”、省“两会”，青岛上合峰会等重大
安保任务；获评省公安厅五个党建工
作示范点之一；荣获“基层公安文化工
作示范点”，系全省唯一；“平安长垣”
微信公众号获“全国政法智慧建设优
秀创新案例”，同时以全国县级第一的
成绩，获评“全国政法系统首届‘四个
一百’优秀微信公众号”；2018年整体
绩效考核、“雷霆行动”排名均居全市
前列；3名民警荣获“全省人民优秀警
察”、2名同志被荣记个人二等功、18人
被荣记个人三等功……党的十九大以
来，长垣县公安局的一系列重点、亮点
工作成效，彰显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高质量公安建设的生动实践。

“公安机关作为党和人民的‘刀把
子’，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毫不动摇地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
导。”3月28日，长垣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封民告诉记者，该局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和省
公安厅“1＋3＋5”总体布局，把高质量党
建工作贯穿到公安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

域，不断开创公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构建“大党建格局”
从前沿到末端，推进党建工

作无缝隙全覆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长垣县公安
局在大广高速长垣站、长济高速长垣
北站设立治安卡点，并分别成立临时
党支部，设立党建指挥部，把党建工作
延伸到一线、扎根到基层。事实上，每
逢重大安保任务，长垣警方都会随时
设立临时党支部，进一步强化全警“上
一线、打头阵”的思想。战时党建，已
成为长垣警方党建工作的一个鲜明特
色和警务工作的长效机制。

目前，长垣县公安局有党总支 6
个、党支部 16个，临时党支部 2个，党
员 480名、预备党员 6名。此外，经县
委组织部批准，18个派出所也各自成
立了党支部。充分运用好、发挥好这
些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

干警的先锋模范作用，对警务工作的
开展意义重大。

“我局党委坚持党建与主要业务
同谋划、同研究、同部署，反复强调‘抓
好党建是最大政绩’这一‘党建政绩
观’。”长垣县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滑
志强说，该局将党建置于全部工作的
核心地位，列为“一号工程”；建立健全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党内政治生
活规程、“三会一课”等制度建设，细化

“支部联支部、党员联农户”等活动内
容，为党组织和党员“照章办事”提供
了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依据。

针对各党支部如何开展党建工
作，长垣警方推行基层党建标准化手
册，对组织建设、主题活动等内容进行
统一规范，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
活动方式更加符合警务工作需要；推
行《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党
建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加强督
促指导，达到全覆盖、无缝隙，确保夯
实党建根基。

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队伍

“选 A，党章。”3月 28 日上午，长
垣县公安局民警王龙打开“平安长垣”
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内容，在文末“学习
十九大，天天来答题”专栏进行答题。
王龙告诉记者，每天早上进行这样的
答题已经成为他的日常习惯。

十九大以来，长垣县公安局把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第一堂党课、
第一堂政治必修课，邀请专家教授开展
专题讲座等形式，领会报告精神；建成

“党员之家”“公安党校”，设立“民警书
屋”“警营文化墙”等，不断提高组织生
活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

该局还创新推出了“三个天天”活
动——“学习十九大，天天来答题”，在

“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每天
一题，让读者在答题中学习十九大精

神，截至目前已有 325 万人次参与答
题；“学习十九大，天天来读报”，每天的
早视频会上，党委委员领学十九大精神
解读性文章；“学习十九大，天天写感
言”，全警在每日学习、答题、听读报的
基础上，写简要体会，助推工作开展。

2017年12月，“全国基层公安文化
工作示范点”名单公布，长垣县公安局名
列其中，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公安局。

“学习强国”APP上线以来，长垣县公安
局在全县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捆在一起抓、绑在一起建
找准党建发力点，助推公安

工作提质增效

在长垣县公安局出入境服务大厅
的窗口前，“我是共产党员”的标牌格
外显眼。“这个标牌时刻提醒我，要冲
锋在前、吃苦在前，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该局出入境管理科科长张娟说，
该局办理出入境证件工作量居全省县

级公安机关前列。
长垣县公安局基于党建工作与公

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捆在一起抓、绑
在一起建，通过党建工作的强大力量
和组织优势，队伍活力不断迸发，执法
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

整体绩效考评位居全市前列——查
封、扣押、冻结涉黑恶犯罪资金2670余万
元，一审判决涉恶罪犯共41人；综合打击
效能明显提升，破获各类刑事案件949起，
同比上升23.89%，破获涉毒刑事案件8
起，同比上升60%；破获了一大批大案要
案，其中，张小九跨国网络销售假药案，涉
及全国25个省，涉案金额达7000余万元。

以人民为中心，智慧警务成果丰
硕——长垣微警局荣获省科技成果、
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入
选省公安执法规范化典型经验、省司
法体制改革优秀经验汇编、公安部科
技成果推广引导计划、全国政法智慧
建设优秀创新案例。

封民表示，长垣县公安局将继续
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深入推进以忠
诚公安、法治公安、智慧公安、精准公
安、活力公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高质
量公安建设，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地理特征

全年共举办 1581场规模赛事
其中285个城市举办了规模赛事

◎杭州为59场
◎苏州为40场
◎南京为36场

排名前三城市
占城市
总数量
85.33%

规模赛事举办时间分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75场
9场

107场
215场
204场

151场
78场
88场

154场
214场

171场
115场

赛事规模趋势

2016年
280万人次

2017年
498万人次

2018年
58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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