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继红 见习记者 闫文瑞

“作为上班族，最悲催的不是上班挤公交，而
是和一群要迟到的人挤电梯，场景堪比春运！”最
近，一则这样的郑州同城微博引发网友热议。

11月 11日至 15日，记者于上下班高峰期到
郑州市区多座写字楼走访，发现九成的写字楼上
下班高峰期确实存在“乘电梯难”现象，早上需要
排队上班的写字楼不在少数。位于农业路的省
汇中心大厦，尽管有 4部电梯，但在高峰时段，大
厅内竟能排四队，且需等待 15至 20分钟才能挤
上电梯。据这里的物业介绍，每天上下班高峰
期，白领们都会遇到这样的“空中塞车”，人多时
甚至排队排到马路上。

这种“空中塞车”的苦恼让很多久候电梯的
白领叫苦不迭。为避免上班迟到，有的人宁愿选
择爬楼梯，低楼层的尚且能吃得消，但高楼层的

“压力很大”。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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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融媒工作室 出品

11月 16日8时39分，梨视频一
手Video首发相关报道，人民网、环
球时报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 11 月 18 日 18 时，视频播
放量达338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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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近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
今年以来，全省警方持续深入推进“净网 2019”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入整治网上秩序。

警方介绍，当前，网上违法有害信息仍然多发高发，特
别是一些中小型论坛、短视频网站和即时通信群组等，仍
然有不少恐怖、诈骗、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严重危害网络
生态，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在专项行动中，全省警方紧盯网上违法信息多发高发
重点部位，突出源头治理，重点防控，全面加大规范整治力
度，强化各项网络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已侦办
涉网违法犯罪案件 8616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0796
人，共清理、过滤、删除各类违法信息101万余条、关闭网络
账号（栏目）4917个，督促1420家重点网站开展安全评估，
依法查处涉网单位2688家。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
继续对各类网络违法犯罪乱象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维
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③4

新闻事件：11 月 9 日，郑州一位
七旬残疾老人拿着钱走进44路公交车
调度室，反复念叨着要还钱。原来，5
年前，44路公交车司机任聪强曾帮助
过这位老人，不仅帮老人付了公交车
费，还塞给他 200元钱。这份恩情，老
人记了5年。

你的坚持温暖了冬天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张巧娟

200元恩情记5年 七旬残疾老人执意还

新闻事件：11 月 14 日，新乡教师
刘美迪穿着婚纱为学生上语文课。
刘美迪大学毕业后成为一所乡村小
学的老师，虽然有婚假，但全校仅有
7 名老师，请假会耽误学生上课，因
此她在婚礼当天穿着婚纱上完课才
去婚礼现场。

怕请假影响学生功课
老师穿婚纱上完课去结婚

11月 15 日 20 时 7分，封面新
闻首发相关报道，中国经济网、中国
日报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11月 18日 18时，视频播放
量达30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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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叔坚持做公益25年

新闻事件：洛阳64岁农民亢社欣把二手车改装成救援
车，车上的功能齐全，能灭火，冬天还能铲雪。25年来他坚持
做公益，奔赴事故现场 1000多次，成功救出被困受伤人员
900多名。他被称为“一个人的消防队”和“编外消防员”。

11月 15日 15时 27分，时间视
频首发相关报道，映象网、国家应急
广播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11月 18日 18时，视频播放
量达152万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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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届大赛顺应了科技和产业发展大
势，竞赛试题、规程、赛点、设备更贴近实
际应用场景。”大赛决赛总裁判长黄麟表
示，此届大赛规模更大，竞赛更具前瞻性、
引领性，竞赛的形式也更丰富、更规范，将
进一步激发企业、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参
与智能制造发展和探索智能制造人才培
养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实训基地和专业
学科建设，促进竞赛成果转化和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

“选择合适的承办地是持续办好此项
大赛的关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
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说，在广泛遴选、充分
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本届大赛之所以“花
落”郑州，一方面是河南省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另一方面是郑州

具有智能制造相关产业优势以及举办国家
级职业技能赛事经验。

“郑州是国家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近几年，一
批知名大型企业落户郑州，盾构装备、网联
汽车、煤炭机械、家居等领域智能化水平全
国领先，智能制造产业集聚优势显著，具有
承办全国性智能制造应用技术竞赛的良好
产业基础。”张立新进一步解释说。

据介绍，借鉴世界技能大赛集中开放
办赛模式，本届大赛全程对社会公众开
放。在大赛期间，还将举办智能制造装备
与技术展览、中原工匠绝技绝活交流活动
和体验项目等丰富多彩的展示互动活动，
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技能的精彩，感受到制
造的魅力，感受到智能的“魔力”。③5

能工巧匠聚郑州

匠心智造

规模有突破

本届大赛共有 1015 名选

手参加全国决赛，参赛人数是

第一届和第二届的2倍左右，特

别是参赛的企业选手大幅增

加，也是今年国家级一类大赛

参赛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综合

性强、难度较高的一项赛事。

赛项有创新

本次大赛新增了精密模

具智能制造单元综合应用和

智能飞行器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两个赛项。

活动更丰富

大赛期间举办智能制造

装备与技术展，中原工匠绝技

绝 活 交 流 活 动 和 体 验 项 目

等。预计每天将组织近万名

院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到

现场观摩比赛。

大赛特点

中国技能大赛是国内最

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竞赛，每年

举 行 一 次 ，为 国 家 级 一 类 大

赛，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

能大赛代表着我国智能制造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最高水

平 。 从 2017 年 起 ，此 项 大 赛

分别在广东惠州、山东济南成

功举办，已逐渐成为助力制造

强国建设的“推进剂”、带动智

能制造领域技能人才培养的

“加速器”、引领智能制造产业

发展的“风向标”。

赛事介绍

1

2

3

记者体验早高峰乘电梯遇“空中塞车”

挤电梯场景堪比小春运

@勤劳的灰太狼：上班排队等电梯

的人伤不起啊，熨好的衣服只要进了电

梯总像受过“千锤百炼”。

@大王叫我明天巡山：我刚到公司

第一个月里迟到了五次，被老板扣了

100 多元，现在我爬楼梯上班，腰不肥

了，脸不大了，全勤奖有望了！

@乐不思叔：电梯挤，我不怕，怕的

是电梯超负荷运转，我在 26楼办公，每次

上电梯我脑子里都是电梯事故小短片。

@等风也等雨：希望物业能科学安

排下分梯，我们这座大厦 6 个电梯还不

够用，每天早高峰的电梯口都像一锅

粥。③6

网友评论

河南警方持续推进“净网2019”

处理违法信息已超百万条

脑洞大开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曼

11月 17日上午，在商丘市虞城县响河南关大桥附近，
两名儿童不慎落水，在河对岸卖山药的石政文听到呼救
声，迅速跑过去，来不及脱衣服便跳入冷水中，把靠近岸边
的小女孩救上岸。由于不会游泳，石政文上岸后急忙找了
一根竹竿，和几名热心路人一起把小男孩拉上了岸。

当天，小雨蒙蒙，当地最低气温只有2℃。
“我不会游泳，跳下去的时候没感觉害怕，上了岸就后

怕了。”提起救人的事，石政文告诉记者，他当时在河对岸
山药摊上坐着，听见呼救声，一转脸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
小孩在水里挣扎，便赶紧从桥上跑过去，跳进水中，一下子
抓住了小女孩的手，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不会游泳，慌乱
中喝了两口水，赶紧把小女孩救上岸。由于小男孩离岸边
较远，上岸后，他将岸边绿化带里架树苗的竹竿抽出一根，
去救小男孩。在几个路人的帮助下，小男孩也被拉上岸。

“小孩救上来了，没啥事，我挺高兴的。有点冷，我就
坐公交车回家换衣服了。”石政文说。

石政文的妻子付贵荣目睹了丈夫救人的过程。“当时我正
卖东西收钱呢，他忽然往桥那边跑，我收了钱，就看到他已经
跳进水里了，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吓得我浑身发凉、头发蒙。
我在桥上大声喊‘救人’，看到他救上来小女孩后，有几个过路
的人帮他一起救那个小男孩。石政文的手机被水泡坏了，不
过两个孩子得救了，手机坏了就坏了。”付贵荣朴实地说。

石政文今年 52岁，是虞城县乔集乡杨庄村人，在南关
大桥附近摆摊做生意5年了。

据了解，两名儿童系兄妹俩，男孩10岁、女孩8岁，二人在
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由于救助及时，他们身体已无大碍。③5

不会游泳“山药哥”
跳河勇救落水娃

上图为第三届全国智能制造应
用技术技能大赛决赛现场。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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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展现场，机器人弹钢琴吸引了大量关注。⑨6 本栏图
片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王延辉

你见过会弹钢琴、打架子鼓的智能机器人吗？你见过通过VR机器人仿

真模拟拆装机器设备吗？你见过通过3D扫描一会儿工夫就把一个人立体

扫描出来吗？科技与智能的完美融合让人“脑洞大开”。

11 月 18 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内，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第三届全国智
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及智能制造装备
与技术展览吸引人们蜂拥而至，现场感受
智能制造的科技魅力。

“太逼真了，用什么工具拆哪个零部件
一目了然。”在一家企业的展区，一名参与现
场体验的观众兴奋地说。“这与真实的场景
是一样的，通过VR机器人结构认知与拆装
仿真系统能达到有效实训目的。”广州众承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永志介绍。

来自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的刘
常彪是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他目不转睛
地看着一台码垛机器人在繁忙工作。“这是
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能更好地了解很多

前沿的智能制造应用。”他说。
一位外国友人在各个展区穿梭，详细了

解智能制造产品及应用。他叫克里尔，德国
人，是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培训师，“智能制
造是发展方向，我想把在这里看到的有价值
的科技成果介绍给学生。”不光自己来，克里
尔还带着学生贺江涛一起来。贺江涛是河
南化工技师学院中德班的学生，他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工业控制项目铜牌。

一边是高科技的酷炫展示区，另一边
则是竞争激烈的技能比武台。来自全国各
地的能工巧匠们同台竞技，展示着他们安
装、调试、运用、维护和管控智能制造单元
的技术水平以及利用智能制造单元进行产
品生产和加工的能力。

大赛现场 触摸未来

“花落”郑州 全凭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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