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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的你 真暖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张巧娟

患病男子主动让座：
千万不能让老人摔着

新闻事件：近日，焦作33岁的脑瘫患者史文
杰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受到表扬。史文杰妈妈
说，随着年龄增加，他的肢体运动情况越来越差，常
常摔倒，但他在公交车上只要遇到老人就让座。
史文杰认为，自己摔了没事，千万不能让老人摔着。

10月 20日 11时 35分，
梨视频首发相关报道，北京头
条、凤凰网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
相关报道，截至10月23日20
时，视频播放量达252万次。

传播数据：

252万

新闻事件：10月 13日，郑州的一位老人骑
车摔倒，公交车司机魏甲果扶起老人。没想到
4天后，这位老人拦住了魏甲果开的公交车，塞
给他一份午饭。魏甲果说：“他也不知我何时发
车，可能等了很长时间。”

老人摔倒被扶起
爱心午饭表感激

10月22日22时41分，
新京报“我们”视频首发相关报
道，人民网、南方都市报、豫直播
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10月23日20时，视
频播放量达125万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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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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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9岁女孩坐反公交引热议，
家长是否应该让孩子独自回家？

自己事情自己做
但不要突然放手

网友评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向乐

10月 13日，郑州203路公交车上一名9岁
女孩因坐反车哭泣，车长问到孩子家人电话后，
联系女孩妈妈接人。女孩妈妈表示，女儿上补
习班，由于当天忙没时间接，想让她独自坐车
回家锻炼一下，结果没想到女儿真的找不到
家。事情发酵后，引来网友热议。

支持方：孩子总要学着自己慢慢长大

网友“晓红的家”：现在好多新闻里大学生

都被骗，就是因为没有生活经验，阅历太少。从

小自己回家，孩子也会自动提高警惕性。

网友“佳宝汐”：当然应该锻炼的，人总要学

着自己慢慢长大的。

网友“不吃香菜的小仙女”：家长应该锻炼孩

子独自回家，那样孩子会比较有主见、比较坚强。

反对方：不能拿孩子的安全开玩笑

网友“若凡”：作为一个女孩的母亲，我内心也

是这么想的，可我真的不敢这么做。至少在她没

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是真的不敢。虽然我也

羡慕那些独立的孩子，可是一想到万一因为自己

监护不到位让孩子发生意外，我就觉得无法面对。

网友“suns99”：我不敢让 9岁的孩子自己

回家，现在路上车太多，我是真放不下心，还是

再等等吧。

网友“陈音”：再锻炼也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安

全开玩笑吧。

省青联副主席、宇华教育集团总裁李花认
为，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自理
能力，这是家庭教育必做的功课，但是也要循
序渐进，注意方式方法。太突然的“放手”不仅
会让孩子无所适从，也容易出现意外。

省政协委员徐惠娟则认为，应该锻炼孩子独
自回家的能力。“我们的孩子到学校学什么？许
多家长及学生的回答是学知识的，实际应该是学
知识的运用。”徐惠娟说，高分低能将被社会淘汰，
锻炼孩子独立生存能力非常有必要。当然一定
要分年龄、分阶段、分地点、分步骤进行。③9

对于颈椎病、胸椎管狭窄症、腰
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等脊柱
退行性疾病，很多人认为：能不开刀
就不开刀。如何减少患者痛苦、最大
限度地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成了微
创脊柱外科专家研究的重要方向。

丹尼尔·罗森塔尔（Daniel J·
Rosenthal）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大
牛”：36岁担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附
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与副院长；曾任
德国脊柱协会（2013）主席；全球范围
内发表 436场演讲；拥有 2项内镜发
明专利；2019年德国著名杂志《FO-
CUS》脊柱外科医生顶级排名……

拥有如此知名度的国际脊柱专
家，11月 5日～11日，将要作为客座
教授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坐诊

了。
而吸引他的正是该院椎间盘中

心主任周红刚及其团队取得的成绩：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颈椎、胸椎、腰椎
等脊柱内镜技术、Delta（宽通道）技
术、计算机导航下内镜技术等，院内、
院外脊柱内镜微创治疗逾2万例。

据悉，丹尼尔·罗森塔尔教授将
参与门诊、查房、手术指导、手术实
操、科室内部培训、科室管理讨论、复
杂疑难病例讨论、大师公开课等中德
国际脊柱内镜技术研讨会。

即 日 起 ，您 可 拨 打 电 话
0371-68690000 提前预约，在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郑东院区门诊四
楼椎间盘中心 11诊室，即可享国际
脊柱微创专家问诊。 （普春红）

国际脊柱专家坐诊河南
11月的这个福利不要错过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
单位于2019年 9月 23日分别在《河
南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
体刊登了 ZMDK-2019-08号宗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公告》，并依照《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国土资源部第 39号令)《河南省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
办法》《驻马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规定，于 2019
年 10月 15日在驻马店市土地招拍
挂网上对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举行了竞价拍卖活动。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ZMDK-2019-08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国土成交字[2019]31号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2019年 10月24日

宗地编号

ZMDK-2019-08号

宗地位置

洪河大道与盘
龙山路交叉口
东南角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0000.26

土地
用途

商住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成交价
（万元/亩）

405

成交金额
（万元）

30375.15795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驻 马 店 亿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浉河农信联社把

“学、查、检、改”四字结合贯通，切实
通过主题教育实际成效推动各项工
作。

学习教育守初心。精研细读深
学，采用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形
式，组织党员在《纲要》《摘要》等内
容上下深功夫；丰富载体促学，赴商
城大别山精神文化传承中心深入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强化指导督学，采
取座谈交流、现场提问、随机抽查等
方式，推动学习走深走实。

深查实情担使命。紧紧围绕
“四到四访”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分
别授领一个调研课题，严格落实“每
周下基层不少于 1天”的要求，深入
调研党建与业务经营的多层面关

系，听取民意、摸查实情、制定措施，
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实效。

抓好检视找差距。以刀刃向内
的自我革命精神，召开专题分析会，
聚焦思想、政治、能力、作风和廉政
等方面存在问题进行检视；分批次
组织开展银行卡业务内控规范管理
培训、柜面业务技能达标竞赛等活
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对照标杆，查
找不足，转变作风，推动业务经营全
方位发展。

真改实改抓落实。突出一切向
“实”看齐，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为首要任务，通过按月召开问题
整改推进会，由上到下“层层督查”，
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制定整改措
施，推进问题整改进度。

（李论 顾碧娟）

浉河农信联社
念好“学、查、检、改”四字真言

@珍珠小汤圆：“歪果

仁”汉语说得这么牛，佩服

佩服。

@落落：中 国 对 世 界

的影响越来越大，为祖国点

赞，为祖国骄傲。

@伊人回首在高楼：
河南历史悠久，欢迎你们常

来，也希望咱河南人展示好

开放、包容的新形象，加油

河南！

@陌上花绽放：了 解

了才会更热爱，期待这样的

交流活动越来越多，河南的

“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让

更多人可以领略到中国之

美、河南之美。③8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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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桥”系列中文比

赛被誉为汉语“奥林匹克”，

是中外人文交流领域的知

名品牌活动。第十二届“汉

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由孔子学院总部、河南省政

府联合主办，以“携手汉语，

筑梦未来”为主题，来自五

大 洲 105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262 名师生前来参加比赛，

是参赛选手来源国家数量

最多的一届。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玉琴

“这件事我替他‘背黑锅’，这里‘背黑
锅’是什么意思？”“‘夸父逐日’故事中，夸父
是如何追逐太阳的？”“菜品‘蚂蚁上树’主要
是用什么和肉末做的？”

在 10 月 22 日、23 日举行的第十二届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以下简称
“汉语桥”）过桥赛中，类似的题目，着实让记
者为选手们捏把汗，要知道，有些问题对咱
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都有难度，更何况
对这些出生并成长在外国、母语都不是汉语
的选手们。

过桥赛是“汉语桥”的重头戏，也是复
赛、决赛的头道关卡。本次过桥赛分为两轮
比赛，第一轮为电脑答题，10月 22日进行，
主要考汉字、汉语知识、中国国情和历史、中
华传统文化等；第二轮包括主题演讲和评委
互动提问、中华才艺展示两部分，分别于 10
月 23日、24日进行。

第一轮的题目五花八门，有“三顾茅庐
的两位主角是谁”等历史题、“楚河、汉界现
在在中国哪个省份”等地理题，还有“‘千里
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等文学
题。答对这些题目并不容易，不仅要“知其
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来自五大洲的汉语高手们却不惧挑
战。拉脱维亚的选手贝娜茜说：“总体顺利，
个别题目略有难度。”一位非洲姑娘一出赛
场就对记者比出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

“很有趣，答得很过瘾！”选手们说，通过比
赛，又一次领略了汉语的博大精深。

在 10月 23日的主题演讲中，选手们表
达了对中国、对汉语的热爱：“学习汉语为我
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汉字那么
美，让我一见钟情”。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唧唧复唧
唧，木兰当户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他们引经据典，让人刮目相看。

“你最喜欢哪一道中国菜？”“你印象最
深的中国名人是谁？为什么？”面对评委的
提问，选手们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现场掌声
不断……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精彩的过桥
赛，让汉语这一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
言，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据悉，本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在题目设计、赛程安排、文化体验活动等
方面均着重体现“黄河文明”和“现代化发
展”两大核心元素。过桥赛后，选手们还将
走进洛阳、安阳、开封等地，领略更加出彩的
河南。③8

“我是来自非洲布隆迪的丹尼。丹是
‘一片丹心照汗青’的丹，尼是‘仲尼’的尼。”
来自布隆迪的丹尼特别喜欢他的中文名字，
更喜欢这样介绍自己。丹尼最喜欢读的中
文书是《西游记》，他一直有个问题：“沙僧背
的行李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③8

快来围观他们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玉琴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在“汉语桥”，你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到
这句歌词的含义。10月 22日、23日的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很多选
手和中国、与汉语之间的动人故事。

美国选手白丽的妈妈，在上世纪80年代
来到北京大学访学时，就对中国和中华文化
一见钟情，提议家里所有人不仅要说好中文，
而且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随着
爸爸妈妈来中国旅行三次，不过这次是第一
次来河南。”白丽说，“中国的美食品种丰富，这
次来到河南，我一定要尝尝著名的胡辣汤。”

来自匈牙利的 17岁的马宏博学习汉
语已经有 10年，因影视剧《包青天》而爱
上中国。他已经来过中国八次，是名副其
实的“中国通”。这位帅小伙，还在《爸爸
去哪儿》在匈牙利的节目录制中，朗诵了
一首《沁园春·雪》。

《大中国》《中国话》《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歌曲，来自澳大利亚的
博艺林也喜欢唱。虽然学中文只有两年时
间，但是博艺林已经是一个资深“中国粉儿”，
家里十口人都在他的带领下喜欢上了中国文
化，他的妈妈最喜欢看《非诚勿扰》，他的妹妹
最喜欢听《小苹果》。

▲10月 22日，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
中学生中文比赛欢迎仪式在郑州市第四十
七中学举行。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赛事介绍

白丽（美国）

马宏博（匈牙利）

博艺林（澳大利亚）

丹尼（布隆迪）

扫码做题
测测你能得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