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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一脚主动的刹车，传递的不仅是
个人风度与涵养，更能折射出整
个城市的温暖和文明。

□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5 月 7 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近

期，郑州警方在市区 10 个路口安装 10 套抓拍

系统，5 月 15 日起开始抓拍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时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据 5月 8日
本报报道）

这一幕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在没有红绿

灯 的 人 行 横 道 上 ，行 人 看 着 呼 啸 而 过 的 车

流，两股战战、迟迟不敢迈出脚步。在个别

良心车主减速让行情况下，大家才敢迈开小

步。遇到个别性子急的机动车主，人行横道

上 擦 着 行 人 大 腿 开 车 的 情 况 也 时 有 发 生 。

久而久之，双方围绕斑马线的角逐，竟发展

成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危险游戏”，这实

在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试探。而《道路交通安

全 法》明 确 规 定 ：机 动 车 行 经 人 行 横 道 时 ，

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 当 停 车 让 行 。 只 不 过 ，由 于 种 种 现 实 原

因，这条规定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有效执

行。

这次郑州交警部门上线抓拍系统，意味

着今后在设点路口，机动车主如果有不礼让

行人行为，一经核实后就要受到处罚。仔细

研究交警部门初期筛选的十个路口，就会发

现全集中在花园路、文化路、嵩山路等主干道

上。这些路口在商圈、学校附近，人流车流均

非常密集，在这些地方设置抓拍系统，让行人

大胆迈开腿过马路，有助于让更多机动车主

养成礼让行人的习惯。

也有机动车主会抱怨，上下班时间很紧

迫，有些行人慢吞吞地过人行横道，这不是容

易造成堵车吗？这只是极少数情况。况且，

《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仅仅只针对驾车的人，

对行人同样有要求，除了规定“行人通过路口

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

施”，还明确规定行人“不得扒车、强行拦车或

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笔

者五一期间去苏州玩，发现当地在没有红绿

灯的人行横道边，专门刷了一行字——“人快

走”，提醒行人快速通过。经过观察，当地机

动车都能停车礼让行人，而行人通过人行横

道步伐也确实快过逛街速度。上海媒体曾报

道，杨浦区一小朋友过马路后，为礼让的机动

车主 90 度鞠躬，让当事车主感动不已。这也

启示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交通

规则，互相尊重、谦让，才能营造安全文明的

出行环境。

文明出行的交通环境，需要刚性的法律

约束，让那些违规者尝到“苦头”，也需要所有

的交通参与者都养成遵守交规的习惯。对于

机动车主来说，答好斑马线前这道文明考题，

一脚主动的刹车，传递的不仅是个人风度与

涵养，更能折射出整个城市的温暖和文明。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城市中非机动车

主和行人违反交规的乱象，交警部门要多管

齐下促交通管理精细化、科学化。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敬畏规则、尊

重他人，将法律法规与公共道德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我们的社会才能少一些戾气，多一分

和气，人与车才能在互相礼让中安全通过一

个个路口。8

答好“斑马线前”这道文明考题 验车更复杂 服务当提升

□程彦暄

随着日益多样化的“吃播”视频内容不断

增长，“吃播”逐渐成为短视频平台招揽受众的

关键。但“吃播”视频在蓬勃发展之余，也显现

出了缺陷，假吃、使用镜头切换造假、插入隐性

广告等已经成为拼量的“吃播”行业中的潜规

则，打着大胃王旗号吸引观众，但是在视频中

却通过多种手段进行造假，这种行为在“吃播”

视频中已经屡见不鲜。（见 5月 8日澎湃新
闻）

吃播，网络流行词，“吃饭直播”的简称。

闲来无事时，看看宋祖儿、欧阳娜娜等明星

的“吃播”视频，足以打发无聊时光；一展厨艺

时，看看“喊菜哥”“香喷喷的小烤鸡”等网红是

怎么吃的，足以制作一桌大餐；灵感枯竭时，看

看“办公室小野”“舌尖上的菜谱”，激发创意“满

血复活”……“吃播”对比前些年曾流行过的各

类大胃王比赛，少了胡吃海塞、人物形象肥胖

丑陋等因素可能带来的生理上的不适感，体态

玲珑的女主播在进食时的享受状具有了更多

的可观性，这是使“大胃王”类视频翻红的关键

因素。

“吃播”视频之所以火，是因为其的确在

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多种需求。不过，

这样的直播可能对观众造成暴饮暴食的不良

引导，或可能助长粮食浪费的风气。而且，一

味靠“吃”，单纯秀造型、仪式感等，久而久之

势必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不仅如此，还有

些“吃播”通过镜头切换造假、插入隐性广告

等方式欺骗受众，更严重透支了自身信誉，得

不偿失。

对于“吃播”而言，吃了什么美食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以美食为引，进而延伸出与之相关

的历史、文化、习俗等有价值的信息。《舌尖上的

中国》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它从美食背后

的制作工艺和生产过程入手，配合平常百姓的

生活，在情感上引起共鸣，展现出一种真诚的

态度、真实的力量。再比如我们观看一些优质

旅行纪录片时，节目透过行程、景点，向我们传

播饮食与国泰民安、文学艺术、人生境界的关

系等信息，让受众既饱览了风景，更收获了知

识和阅历。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身为“吃

播”从业者，切莫将目光锁定在颜值吸粉、猎奇

引流等短期效应上，而应在美食的基础上，多

向受众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让受众在享受视

觉冲击之余，更拥有满满的获得感。8

“吃”出价值才能“播”得长久
新世说

众议

近日，车主发现检测场验车时间明显变

长，等待时间较过去翻了两三倍，验车时间需

要四五个小时以上。多家检测场表示，这是由

于 5 月 1 日两项新的国标实施后，车辆检测内

容变化所致，尾气检测项目增加，设备也升级，

而工作人员操作相对变慢，造成等待时间过

长。（见5月8日《新京报》）
按照新国标，如今汽油车、柴油车的污染物

排放检测在限值、检测方法上标准更为严格、更

加细化，并且新增了诸如“车辆外观检查”等污

染检验项目。在新国标之下，车辆环保检测项

目比过去更多了、要求更高了、标准更细了，自

然单车检测时间就要增加，从而导致人们平均

验车时间和等待时长较过去有显著延长。

这样验车无疑有利于环保和大气污染防

治，有助于汽车减排和绿色出行，但是从另一

方面来说，却增加了广大车主的验车流程和等

待时间，影响了他们的验车体验，这也是不容

忽视的客观事实。对此，交警等管理部门应当

多管齐下、积极努力。一是要继续推进车检社

会化改革，增设更多的验车点并深入挖潜，改

造老站点，扩大验车服务供给，从源头化解“验

车难”问题。二是要推行预约制，像指挥交通

那样强化流量控制分配，科学分流待检车辆，

防止出现扎堆拥堵现象。三是要优化验车流

程及内部管理，及时更新设施设备，从各个环

节提升检验效率，减少检验及等待时间，让验

车更流畅、更高效、更便捷。1 （徐建辉）

政府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今天，“信息孤岛”正成为其发展的一大掣肘。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上，马化腾分享经验时坦言，在建设“数字广东”的过程中，其团队需要对接50多个委办局
和上千个信息系统，要完全打通，难度之大相当于“在奔跑的火车上换引擎”。8 图/王铎

应聘外卖配送员时，外卖站点工作人员暗示

花钱就能“办”假健康证，不用去体检，假证能通

过配送平台审核。目前，两名涉嫌办理假证的人

员，已分别被处以刑事拘留及行政拘留14天。（见
5月8日《成都商报》）

为应聘外卖骑手的求职者“办”假健康证，

直接责任当然在“办”假健康证的人员身上，但

外卖平台并非毫无责任。如果外卖平台加大

审核力度，主动与卫健部门合作，严格审核外

卖骑手提交的健康证真伪，那么外卖骑手求职

者花钱购买的假健康证就无法通过平台审核，

“办”假健康证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

外卖平台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将骑手外包

给第三方机构，或者招聘兼职骑手，这种用工模

式和管理手段本身并无不可。但这不等于外卖

平台就可以把管理骑手的责任全部甩包出去，

外卖平台必须负起审核骑手资质和管理骑手的

主体责任。骑手在工作中违法犯罪的，让不符

合资质的人员从事骑手工作的，外卖平台应当

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在这一点上，相关法律

法规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8 （张立美）

骑手可外包 责任别甩包

发挥组织作用
传播社会正能量

5月 8日，是第72个世界红十字
日。从 2014 年起，每年的这一天，
省直单位党员干部职工都踊跃参加
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招募活动。

一早，在河南人民会堂会场、省
政府新老办公区，一股股融入爱心
的血液从省直机关和中央驻豫单位
干部职工的血管流进采血袋，由省
委直属机关工委、省红十字会、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省直文明单位
920名机关干部职工登上采血车，将
爱心献给有需要的人。活动当天，
成功捐献全血 315100 毫升；共有
236人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成为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引导省直广大干部职
工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
聚和传播强大的社会正能量，省委直
属机关工委、省红十字会、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连续6年组织开展省直机关无
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
活动。2018年，河南省文明办将无偿
献血纳入《河南省文明单位（标兵）测
评体系（2018年版）》，郑州市将无偿

献血工作纳入《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倡导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带头参
加无偿献血活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副书记种瑞华表示，“通过这项活动，
充分展现了省直干部职工热心公益、
奉献爱心的精神风貌和高尚品德，充
分展现了省直单位践行‘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关的务实行动”。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省委直属
机关工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
召力，突出省直机关文明单位的引
领力，将传递正能量的种子撒播在
广大机关干部职工的心田，有力地
支持了社会公益事业，传递了大爱
无私的温暖，传承了扶危济困的美
德，发挥了省直单位示范引领作用。

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党员干部走在前做表率

奉献爱心，参与者是主力军。
在省直各单位中，有不少单位在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
文明风尚上走在前、做表率。

省委办公厅作为省委的中枢机
关，连续6年组织300余人次参加无
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截
至目前，累计献血 70000多毫升，同
时有20多名志愿者参加造血干细胞

血样采集，加入中华骨髓库。
自 2014年以来，省政府办公厅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各处室积极配
合，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报名参加，6
年来累计无偿献血 200 余人次，总
量超过60000毫升。

年轻人多是河南机场集团的一
大特点。近年来，机场集团充分发
挥优势，引导广大青年干部职工积
极参与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自 2014
年以来，已连续多年组织员工参加
无偿献血活动，参与献血数千人，总
献血量达32.8万毫升。

在我省，还有许多以实际行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无偿
献血公益活动中展现社会责任和担
当的单位和群体。他们积极宣传无
偿献血的意义，普及无偿献血科学
知识，率先垂范，号召全社会共同参
与，带动群众从我做起，弘扬正气，
聚集正能量，为建设文明和谐社会
贡献更多力量。

“热血”志愿者
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生命离不开血液，目前临床用
血只能靠健康人体捐献。近年来，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常看到无偿
献血者挽起衣袖，用自己的涓涓热
血，帮助需要的人。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知血液
对于抢救生命的重要性，在危急时刻
可以挽救很多生命。”河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儿科医生王学增告诉记者。

从 1998年无偿献血开始，王学
增就加入了献血大军，已累计献血
超过 10000 毫升，曾获 2015-2016
年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时常有人问我，你们医生不是
都不献血吗？献血真的没有危害
吗？”面对这个问题，王学增总是不
厌其烦地向他们传播科学献血、有
益健康的知识。

2014年12月，省教育厅基础教育
一处的刘志清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2014年2月刘志清刚刚

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9
月24日，他就接到河南省红十字会的
通知：他与北京一名34岁血液病患者
HLA（人类白细胞表面抗原）配型相
同。当工作人员电话征求他的捐献意
愿时，刘志清当场表示同意捐献。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跟有需要
的患者配型成功，我很幸运。当初
加入捐献者资料库就是为了救人，
教育就是为了让人们向善向美，作
为教育工作者，面对患者的病情要
求，我更加责无旁贷。”刘志清说。

据河南省红十字会文梅英老师
介绍，刘志清是我省第 458 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全省教育系统
第 31位捐献者，同时他还是河南省
直单位公务员中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第一例。

他们只是我省参加无偿献血、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广大机关干部职
工中一个缩影。“一人献百次，不如
百人献一次，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
干部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来，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因你而
精彩。”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巡
视员郭巧敏说。

博爱中原 文明河南
——纪念第72个世界红十字日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侧记

什么是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是能自我更新、自我复制、有较

强定向分化发育能力，可以产生各种类型血细胞

的一类细胞。造血干细胞在成人体内主要存在

于红骨髓，可分化和产生各种血液细胞，经血流

释放到外周循环血液中，而本身保持总量不变。

人体大部分骨头的中央部分有骨腔，骨腔

内所含的网状物质即骨髓，骨髓中有一种起着

造血功能的细胞叫造血干细胞。人体血液中

的红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粒细胞等，都是

由它经过多次分化发育而成的。

怎样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

如果您的年龄在 18~45 周岁、身体健康（符

合无偿献血条件）并经过认真考虑后，便可与

河南省红十字会及市级红十字会联系、报名，

到指定地点抽取 8 毫升血液，经 HLA（人类白

细胞表面抗原）分型检验，把相关资料录入中

华骨髓库数据库中，这样您就成为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者了。

献 血 前 应
注意什么？

献血前一天保证

充足的睡眠，清淡饮

食；忌饮酒，忌食用高

脂油腻食物。献血当

天早餐要吃好吃饱，清

淡饮食，多饮开水。一

周内有感冒、发热、腹

泻或女士在月经期及

前 后 3 天 ，暂 不 能 献

血。献血者需携带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或献

血证书，以便发证或登记。

献血后应注意什么？

献血后要用三指按压针眼处5分钟以上。24

小时内针眼处不要被水浸润。针眼处如果出现青

紫，只要热敷几次，便可消失。24小时内不要从事

高空、高温作业，以及重体力劳动等。请注意多休

息，适当补充营养，可以吃瘦肉、鸡蛋、豆制品及蔬

菜、水果等，切勿暴饮暴食，以免影响肠胃功能。

自 1998 年 10 月 1日

《献血法》实施以来，在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省会郑州一步到位实现了

无偿献血制度，连续 11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城市”，河南省第七次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荣

誉称号。

据统计，去年一年，省

会无偿献血 236847 人

次，采集全血71.8吨，单采

血小板 64197个治疗量，

临床供血94.3吨，同比分

别增长 10.7%、10.6%、

10.3%、7.4%；临床供血

百分之百符合国家标准，

较好地保障了临床医疗用

血需求。

在保障临床用血上，

我省省直广大机关干部职

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截

至目前，先后有超过 140

家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

总计超过12397人次献血

4196750毫升，1124名志

愿者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广大党员干部

职工带头捐献，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在社会中

引起强烈反响，彰显出了

出彩河南人的无私大爱，

成为文明河南建设进程中

一张靓丽的名片。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本报通讯员 王勇生 王鹏 刘春红

参加完无偿献血活动的志愿者，领到无偿献血证，露出欣慰的笑容 王铮 摄

志愿者在采集信息 王铮 摄

志愿者在无偿献血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