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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20时1分，一手
Video首发相关报道。此后，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新闻
周刊等多家媒体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5月27日16时，视频
播放量达到489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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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陈冠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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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明

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纪录片《城市24小时》（第一季）
5月 20日播出首集“郑州篇”，满满充斥着对郑州的“告
白”，引发无数“老郑州”和“新郑漂”的共鸣。近日，本报记
者采访了该片导演海金星，听他讲述对郑州的情怀。

对海金星来说，接到这个项目，既是意外，也是惊
喜。从大学毕业至今，他已经与郑州“相处”了 23年，
但他从不认为自己真正了解郑州。“第一反应是有压
力，因为与第一季其他几个城市相比，郑州无论是城市
个性还是知名度都不占优势，所以最初花了将近三个
月的时间调研，找资料、实地考察。”海金星说。

郑州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海金星认为，“中庸”“草
根”“融合”是郑州的三个关键词，也是他在《城市24小
时》郑州篇中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

“中”是郑州的代名词，这里是“天下之中”，中庸中
和之文化流传千年，而郑州人张口即来的“中”字极具
感染力。海金星说：“郑州人的中庸绝不是一个贬义
词，它承载的是中国人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价值观，它不
是没有原则的调和主义，而是在原则之下情与理的均
衡处置。”

本片中出现了多个接地气的主人公，10岁的戏校女
孩靳明明、富士康员工刘乾武、四厂烩面老板赵民侃……
他们不加光环、不经美化的真实形象都传递出郑州特有
的朴实气质。正是这种独特的草根气质，让人物具备了
更强的生命力，让郑州这座城市的形象更加鲜活。

“交通枢纽”是郑州的标签，铁路的日益发展促进
了郑州与外界的交流和融合，南来北往的人带来了各
异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中欧班列（郑州）更是让郑州在
进出口贸易上与世界接轨。海金星将本片的开端设计
在凌晨4时忙碌的郑州火车站，演绎了这座“火车拉来
的城市”的精彩故事。

郑州人口已超过一千万，其中有多少人真正了解
郑州呢？即使生在郑州、长在郑州的人，也无法保证自
己对郑州的了解有多么深刻。海金星说：“希望这部片
子让更多和我一样的‘伪’郑州，能够真正认识郑州、爱
护郑州。”③9

新闻事件：5月 23日，郑州一辆公交车靠站时，
一名女孩慌忙跑上车，对司机说有人尾随她。随后
车门口出现一名男子，男子迟疑几秒后投币上车。
女孩被吓得大哭，司机暖心安慰说“别怕，就站我旁
边”。之后司机报警，民警将女孩安全送回家。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为落实国家网络提
速降费政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于近期
陆续推出“提速降费”新举措。

中国电信从2019年起全面下调套餐外流量资费
至不超过0.03元/MB，套餐外流量资费降幅最高达到
90%；5月起，全面下调互联网专线标准资费15%，并
为中小企业免费提升网速；推出“地板价”新套餐。

5月起，中国移动推出“查网龄送流量”活动，通
过查网龄用户最多可获赠 30G流量，截至目前，这
项活动已惠及1.2亿用户。

近期，中国联通在推出崭新优惠假日流量包、下
调港澳台地区数据漫游资费的同时，还推出了“异地补
换卡”“统一查询”“亲情付”等异地服务。

默默的举动 深深的情义

女孩遭男子尾随被吓哭
车长：别怕，站我旁边

新闻事件：近日在太康县，一位哥哥担心即将高
考的弟弟在食堂吃不好，便每天中午亲手做好送饭到
学校，“我是距离弟弟高考68天开始送饭的，每天都
去。”他还会找机会和弟弟聊天，希望减轻弟弟的压力。

哥哥每天给备战高考的弟弟送饭

5月22日14时20分，看
看新闻首发相关报道。此后，
人民网、中国之声、半岛都市报
等多家媒体转发相关报道。截
至5月27日16时，视频播放量
达到396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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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5月 22日，郑州地铁一号线列车上，
一位男乘客突然倒地，失去意识。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研究生徐一卓看到后立刻上前进行心肺复苏
抢救，清理病人口腔内的呕吐物后进行人工呼吸。
直到120急救人员赶来后才默默地离开。

女研究生抢救昏迷路人
120赶到后默默离开

5月23日10时6分，西瓜
视频首发相关报道。此后，河
南日报、大河报、扬子晚报、央广
网等官方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5月27日16时，视频播放
量达到121万次。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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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

再推“提速降费”新举措

《城市24小时》郑州篇导演海金星：

用作品向郑州问好

5月 20日晚，中央电视台九套播出系列
纪录片《城市 24小时》郑州篇，引起各界关
注，网友纷纷点赞。

据介绍，《城市24小时》系列纪录片是央
视纪录频道的年度重要策划之一，首季聚焦
郑州、武汉、深圳、成都、厦门5座城市，于5月
20 日至 5 月 24 日每晚在央视纪录频道播
出。纪录片以一天24小时为观察轴线，通过
不同时间节点上真实和鲜活的生活图景，找
寻每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和个性；从司空见惯
的日常琐事中还原被忽略的城市之美。

《城市24小时》将城市的存在，一方面提
供给人们“诗意的栖居”空间，放松自我；另一
方面，这里汇聚着无数的机会、承载着人们的
梦想和国家复兴奋进之缩影这两股气息融会
贯通，让人感受到饱满的城市力量。③5

郑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城市？郑州的
一天又是什么样的？系列纪录片《城市 24
小时》（第一季）首集郑州篇用纪实手法为郑
州速写，将不同的主题故事与场景结合，按
时间排布，浓缩在 24小时的时间里，用 50
分钟展现郑州这座城市的气质与风貌。

过客的匆匆一瞥，只是无数郑州人日常
的一瞬，更多的岁月被他们用来扎根于此，经
营生活、浇灌梦想。晨光熹微的胡辣汤氤氲
着许多郑州人大半生的时光；正午时分，10
岁的孩子练习着古老的豫剧，足见这座城市
对豫剧的传承与热爱；傍晚时分的烩面馆里，
老一辈饶有兴致地说起了棉纺厂的历史和骄
傲的从前；而夜幕降临后，富士康的年轻工人
下班，人群穿梭喧闹正如他们跃动的梦想；夜
半时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行如常，这
所全球最大的医院上演着望眼欲穿的等待和
对新生的喜悦，讲述着每个人奋斗向前的背
后，有城市提供的可靠保障……

从郑州看到中国，
这座中国重要的铁路枢
纽城市，汇聚了东南西
北行者的人生故事；从
24小时延伸到更久远的
岁月，看古老历史如何
走入现代化潮流。③5
（文字整理 金京艺）

@喵星访客：我从没去过郑州，对于郑州的印象也

非常模糊，这个片子让我了解到它是一个千年古都，是

重要的铁路枢纽，我知道了这里的人们勤劳友善，他们

忙碌的一天从胡辣汤开始，以烩面结束。感谢这部片

子，让我能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祖

国可爱的人民和可爱的城市。

@年年年华：拍得太真实了，真实的郑州是忙碌的

郑州，火车站、银基、陈寨、棉纺厂、四厂烩面馆、富士康

工厂、郑大一附院，这才是最真实的郑州，每一个人都

在忙碌着、奔波着，我相信郑州的每一个外来人看了这

个纪录片都会觉得某一处感同身受。

@鹿鹤同春：我生在郑州长在郑州，母亲告诉我这

里是我的家，叫我永远不要忘记我是郑州人。作为郑州

人我骄傲，作为郑州西郊人我更骄傲，这里有我四十年

的记忆，爱你郑州。

@云飘飘：十几年过去了，由原来的陌生、时刻想

逃离的心态到现在的安居乐业，大郑州，我看到了你日

新月异的变化，我已深深地爱上了你！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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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原品牌培育工程的公告
暨中原品牌培育工程重点支持企业的公示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和第

三个中国品牌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制造 2025》、

国务院《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

构升级的意见》精神，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

强、市场信誉好的河南品牌，服务中原品牌群

体性崛起，促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企

业品牌建设以及产品营销市场占有率的快速

增长，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河南省民营

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河南省企业品牌研究会、

河南省广告传媒业商会、部分媒体、自媒体、

新媒体等，以铸造“中原品牌 影响世界”为主

题，以品牌战略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宗旨，以服务中原品牌群

体性崛起，促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容，

以品牌人才培训为要素，以品牌培育、品牌传

播为企业品牌影响力提升为途径，以搭建境

内外多渠道销售平台，促进企业品牌产品销

售增长拉动为目的，共同致力中原品牌培育

工程。

一、中原品牌培育工程主要内容

主题：发掘中国品牌的河南力量 让中原

品牌影响世界

定位：发掘（选出来）+培育（塑造好）+传

播（走出去）

内容：一档栏目、两大系列活动、六大工程

一档栏目：河南卫视《出彩新河南》——讲

述让河南出彩的品牌故事

两大系列活动：

一是举办中原品牌峰会、品牌中原高峰论

坛

二是举办行业、区域品牌峰会、论坛

六大工程：

一是打造中原品牌深度培育升级发展工程

二是建设中原品牌深度传播工程

三是搭建中原品牌产品境内外营销渠道

工程

四是开办品牌中原大讲堂及中高级品牌

人才培养工程

五是金融支持、法律护航品牌企业高质量

发展工程

六是品牌价值评价发布工程

二、中原品牌培育工程重点支

持企业名单公示

根据企业自愿申报、各市县人民政府指定

相关部门及中原品牌计划工程组委会相关专业

分会的推荐，同意83家企业进入中原品牌培育

工程。鹤壁市工商联、洛阳市工信局、民权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正阳县工信局等 4家单位获得

服务中原品牌群体性崛起，促进河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原品牌培育工程组织先进单位。

根据企业自愿原则，特在河南日报公示下

列 30家企业进入中原品牌培育工程重点支持

企业：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帮太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东升石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鼎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爱普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陈氏花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蒲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天图建工集团

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智信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安信达防水保温有限公司

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鸿卓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合胜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餐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凯宾耐特钢柜有限公司

河南三杰热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阳新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百蓓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正花食品集团公司

正阳县创鑫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乐山电缆有限公司

河南恒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市铭坤生态绿色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正雪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聚客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为推进中原品牌崛起计划工程的实施，帮

助有胸怀、有梦想做大做强的品牌企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并在金融支持、护航保障、品牌建

设、品牌营销、品牌维护等方面给予扶持，促进

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

道、河南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河南省企

业品牌研究会、河南省投融资协会、河南省广

告传媒业商会等单位决定于2019年 5月 28日

举办首届中原品牌培育工程峰会暨第二届河

南省品牌大会。

网友评论

《城市24小时》
郑州篇视频

凌晨，郑州火车站依然繁忙

早晨，以一碗胡辣汤作为早餐

亚洲最大的货运编组站——郑州北站

豫剧是河南本土最受欢迎的剧种

深夜，郑大一附院停车场仍“一位难求”

《城市 24
小时》（第一季）
海报截图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