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

!!"#$%&'(

"#开封市尉氏县门楼任乡闫

前村的路!遇到下雨就成了一片泽国!泥泞不堪!来

往通行十分不便"不知道啥时候能修啊#我们都盼着

呢!见图"#

大河网网友# 这条路的确是又有 $水%& 又有

'泥%&堪称经典的'水泥%路# 真该修了#

大河网网友#猛一看&还以为是条小'水沟%呢&

原来是条'水泥%路啊&还有来往车辆通行&要赶快修

修了&不然车辆碾压&毁得更厉害#

凯旋路小学一个班有
)*

多人

获嘉县教育局提议再建新学校
网友!

+,,-./01,

"#新乡市获嘉县凯旋路小学!教

室拥挤极其严重!每班有
!"

多个学生!有的甚至达

到
#""

个学生!桌与桌之间不超过
$%&'

!上课时老

师讲课后面的学生几乎听不到"

民声回复#就网友反映的问题&本栏目向获嘉县

教育局发去了调查函&于
!

月
"

日收到回复#

回复称& 长期以来& 获嘉县凯旋路小学生源爆

满&教室紧张#今年&为控制大班额&凯旋路小学按照

教育局精神&每个班
#$

人左右&并尽最大努力扩招

一个班&用完了所有教室#

%!#

年级班额属于历史原

因&正在逐步解决#

对于目前教室紧张的状况&获嘉县教育局还提

议在城西再建一所新学校& 缓解凯旋路小学的压

力#

项城市国土局回复#

非法占地的养殖场已停建
网友!

,21*3)4

"#项城南顿镇政府以租代征!强

占马旗行政村基本农田近
(%%

亩!请关注"

民声回复#就网友反映的问题&本栏目向项城市

国土资源局发去了调查函&于
!

月
%

日收到回复#

回复称&

%$$&

年
'%

月&南顿镇马旗村建一养殖

场&占地
($)

亩#

%$$&

年
(%

月
&

日&项城市国土资

源局巡查人员发现后&依法责令其立即停工&并下发

了(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同时向南顿镇

政府送达了联合制止该土地违法行为的函# 但鉴于

养殖业是国家支持鼓励的富民战略& 养殖业用地不

属于改变土地用途&并且该镇保证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规定&不设立永久性建筑物&用后进行复耕并做好群

众工作&因此&项城市国土资源局没有采取进一步的

强制措施&而是督促其尽快完善手续后再进行建设#

目前&该养殖场已经停建#

! !

$本栏目主持人%时文静&

小学生穿清朝官服诵经引网友争议

弘扬传统文化还是作秀!

皇粮国税取消了!农民种田更有甜头了" 你瞧!这卖粮的钱数着就是开心"

农村几乎家家有电话和手机 "

丰收之年联系业务多便捷啊"

相关链接

关键词#农村 农业 农民

$*

年农村经济总收入增长

((

倍 兰州农村面貌的今昔巨变

新华网

河南
$*

年
567

增长
'%38)

倍 消费增长
'%3&84

倍

中国新闻网

中国农业
$*

年 农业农村

农民发生五大巨变 农博网

农民变股东挣工资又分红

百姓故事折射
$*

年变迁

千龙网

新型农村保险试点将启动

国家财政补贴占六成

人民网

农民参加新农合回报率最少

3

倍

新浪网

衣食住行
$*

年样样大变

河南农村这样走过

河南日报'农村版"

更多
9999999

百度一下$ 找到相关网页约

#%#****

篇

思想阵列

读者可登录大河网大河论坛!

)**+,--../012)30

&4-../-5

发表意见和看法&也可通过手机短信向

我们反映问题或发表评论&移动*联通 *小灵通

用户均可发送至
#%6788$$7878

#

电子邮箱+

)49.:1;*</=420&>'

大河网焦点网谈频道+

:1;*012)30&4

焦点民声网址+

:1;*012)30&4-?>&@/

热线电话+

%(AB

,

6$A!$A$B

焦点网谈编辑部联系方式

点击事实

本期焦点
中国新闻奖

名专栏

点击事实 网聚观点 制造思想

报!!!!!!!!!!!!!!!!!!!!!!!!!!!!!!!!!!!!!!!!!!!!!!!!!!!!!!
!" #$

中国互联网站品牌栏目

焦点民声

策划 万大珂 责任编辑 刘静沙 金艳阳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 %$&'(

!!

帖子来源#大河网大河论坛 人气指数# 点击
'#'')

回复
'')

大河网友喜晒农村新生活
笑谈要把户口迁到农村去

'很好的帖子& 大家都来晒

晒你们当地农村的新貌啊&有图

片最好&配上图片说明&更形象*

直观*生动# %大河网网友'胡海

云 %刚一发帖呼吁 '晒晒农村新

生活%&便有 '拈花浅吟低唱%等

网友积极响应# 从
!

月
(

日起&

网友纷纷拿起鼠标& 用文字*图

片等跟帖留言&展示自己家乡农

村衣*食*住*行乃至医疗和娱乐

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 一起分

享新中国成立
#$

年来的新气

象 # 不到一周时间 &就有
(&((!

人次的网友参与活动&跟帖达到

((!

条#

大河网网友 !一不留神进来

了"#好帖子!好题材!顶一个!说出

了咱老百姓的心声"

大河网网友!

:2+;<,=0

"#网友发

的照片很真实(很民生(很实际!反

映了新农村的风貌)

大河网网友!向着太阳"#过去在

农村!饭桌上当家的都是*红薯面红

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白面馒头,饺

子! 只有节日或者家里有客人了才能

吃-如今反过来了!像红薯(玉米这些

杂粮成了稀罕物! 很多农村人也讲究

饭菜质量! 特别是一些注重体型美的

姑娘!也像城里人一样开始减肥了"

大河网网友!游方僧"#从当年

的吃不饱饭到想着减肥! 农村的发

展变化实在太大了.

大河网网友 !

,>?<>-@-?@>?

"#

*塌塌厦子漏漏房! 家家户户都缺

粮 !穿得补丁搭补丁 !盖的被子大

窟窿) +过去农民想的是解决温饱

问题就不错了!如今农民的日子是

丰富多彩) 生活水平提高了!品位

也在提高) 彩电冰箱,手机宽带,私

家轿车,海选村官/0亿万农民用

汗水和智慧走出了一条小康之路)

大河网网友 !邓州法院张中

梅 "#弹指一挥间 !转眼六十年 !家

乡有巨变!全民俱欢颜. 种粮不交

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真是

和谐社会. 农民有低保!手机跟着

跑!生活在提高!都夸党的政策好.

大河网网友!青若"%现在农民

的生活真的可以用那句俗语来形

容了%芝麻开花节节高) 1小康2过

去总以为是很遥远的事!如今却这

么具体,接近现实)

网聚观点

从吃不饱饭到
想着减肥"农村变化
太大了#

大河网网友!爱嵩山"#农村发生的

变化!不仅是物质上!更有精神和观念上

的) 如今的农民后代更增加了知识含量)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通过在城

市打工!更多秉承了现代城市的气息!做

生意!当经纪人) 如今的农村!和城市的

差别真是越来越小了)

大河网网友!理性人"#不错不错!农

村的生活条件和水平是越来越好, 越来

越高!俺明天也把户口迁到农村去)

大河网网友 !九九"# 农村新变化!

衣,食都不说了!感受最深的是住和行!

还有通信,交通!跟城里人没多少区别)

过去农村交通基本靠走,通信靠吼,取暖

基本靠抖//现在 !村村通油路 !出门

不仅告别了泥泞 !不用再步行 !骑自行

车都有点落伍了!都是摩托车,电动车!

还有面包车,小轿车,电脑,手机过去这

些在农村少见的东西!如今也进入了寻

常百姓家 ) 还有一个个遍布村头的超

市 !更是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 !不出村

就能买到生活用品)

大河网网友!林雪"#农村的新变化!

还有观念和制度上的突破 )过去农民的

生活保障比较薄弱 !养儿防老的传统

观念很重 !如今像医疗保险 ,养老保

险这些过去只有城镇户口才能享受

的待遇 ! 如今也在农村逐渐推行和普

及!农民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本报记者 刘静沙 金艳阳"

不错不错"俺明天也把户口迁到农村去

点击事实#开学了!各种1复古2入学礼纷纷登

场!而杭州紫阳小学新生甚至穿上清朝官服大声诵

读1入学三字经2'如图&) 据媒体报道!杭州紫阳小

学创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BA%(

年&!前身为紫

阳书院)

这则消息在大河论坛,猫扑大杂烩,天涯社区等

各大论坛引发热烈讨论)网友纷纷拍砖!斥责学校让

小学生穿清朝的官服!纯属炒作!是一场1闹剧2) 也

有部分网友认为紫阳小学的做法很有创意)

支持#传承文化的举动$无可
非议

人民网网友#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有国学传统#

小学生穿清代官服诵经&可以看做是他们传承自身

校训文化的一个举动&无可非议#

新华网网友#其实挺有创意的&让新生既了解

了学校历史&也懂得了礼仪#

腾讯网网友#这所小学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他

们让孩子们穿上清朝服装是为了纪念学校的历史#

再说&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尊敬师长&有什么不对-

大河网网友#如此特别的入学仪式肯定会给孩

子们留下深刻印象&在仪式上诵读的'三字经%也会

让孩子们铭记在心&我相信这样的开学仪式会起到

很好的教育作用#

反对# 穿古装就是弘扬传统
文化% 可笑&

腾讯网网友#这种滑稽行为说明如今盛行的'复

古!回归传统"拜孔!弘扬国学"%&多半只有赶时髦之

表&而无发扬国学之实# 反倒是'辫子戏%潜移默化对

人们起到了实际影响#

新浪网网友# 穿上古装就是弘扬传统文化了-

可笑.

猫扑大杂烩网友# 尊师& 是不需要穿着前朝

的衣服行叩拜礼的 &好好学习就是对老师的最大

尊重/

天涯社区网友#把小学生都拉入秀场&搞得如此

复杂&满足的不过是大人们的虚荣#

腾讯网网友#学校为了炫耀学校的历史&做这

种恶心的炒作&我看应该让校长每天都穿清朝官服

上班&老师们也都扎起辫子来#

人民网网友#让孩子领略国学精神不能靠形式

主义&不要弄得一个个像晚清遗少#

猫扑大杂烩网友#身穿清朝官服&口诵三字经&

这样的情形实在有点'雷人%#

人民网网友#学校始建于清代&就穿清朝服装&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身穿远

古时代的衣服&以表示我们历史的悠久-

!

!大河网记者 陈 慧"

新中国成立
$*

年来
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

(**

倍

!

月
*

日& 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 & 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

绍说 +

(!*!

年 &农村粮食总产只

有
(%#+

亿斤 & 到现在已达到

($,-$

亿斤 0农民的人均收入新

中国成立初期一年
.+

元左右 &

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

元# '中国网&

!四取消"'!四补贴"

让农民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

十六大以来& 中央陆续出台

了以'四取消%!取消农业税*屠宰

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四补

贴%!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

机具购置补贴* 农业生产资料综

合补贴" 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强

农惠农政策# 据测算&'四取消%&

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
(%)+

亿元0

'四补贴 %&

%++*

年为
(*)

亿元 &

到
%++!

年已增加到
(%/+

亿元 #

亿万农民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

惠# '经济日报&

私家轿车也进入了寻常农家)

农家超市给农民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

搜索引擎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胡洪涛摄 领到低保补贴!生活有保障了!好高兴.

新农合让农民也可以看病报销

了) 蒋宝庆 摄

网友贴图

尉氏县闫前村的$水泥%路
啥时能修!

(焦点网谈)迎接新中国成立
$*

周年特别报道*之三(焦点网谈)迎接新中国成立
$*

周年特别报道*之三

求医问诊

该院名医联合上海专

家共同研制出专治强直性

脊柱炎的新药# 专病专药医

治&效果独特&避免患者致

残# 用药
B$

天无效全额退

款&

(

年内复发者免费治疗#

电话+

%(AB

,

6B7$$8!B

!

C

"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中段

!"#$%&'()*+,

-./!01234

河南中医离退休专家

医院郭教授*宋主任与上海

骨病专家合作 &首创 '四维

整合技术%#特别对激素型*

酒精型*外伤型所致的缺血

性 *无菌性坏死 &具有快速

增加供血 *消除疼痛 *骨密

度改善 *囊变缩小 *新骨生

长等优点 #

!D"

个疗程康

复&愈后不复发#承诺+用药

#$

天无效全退款 & 愈后
$

年内复发者免费治疗#

EC

"

电话+

%&'#

,

($))'*)(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中段

河南中医离退休专家医

院独创'七循环,

7FB%

%康复

工程&对各类顽癣*湿疹*皮

炎*皮肤瘙痒等症疗效显著#

用药
B$

天无效退款&

(

年内

复发者免费治疗# !

C

"

电话+

%(AB

,

66A!BB(7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中段

-./!5678

全国著名骨科老专家*山东省聊城市王令喜中医院

院长王令喜先生&以其毕生的精力研究开发出治疗骨科

四大顽症的发明专利药品++一,治疗椎间盘病变的外用

药膏-专利号
+,)'#%(#&&-$

+二,治疗骨质增生病的膏药

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

+三,治疗类风湿关

节炎的外用药膏.专利号
+,)'#%(#&"-&

+四,治疗股骨头

坏死病的外用药膏. 专利号
+,)'#%(#&$-#

#

该院研制的专利药品对治疗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均有

特效. 该院治疗骨病方法简单*见效快*疗程短*治愈率

高*不必住院&使成千上万的骨病患者&离开拐杖和轮椅&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本院药品 独家销售 不设分院 谨防假冒

咨询电话#

*$3&##4%'4%3 #43&)($ $)$''')

地址#山东聊城王令喜中医院

+火车站南
'**

米铁路桥西侧,

网址#

!!!8+:@2!8A?

邮编#

%&%***

!"#$%&'()*

9-:;*<=<>?

膝关节骨质增生*滑膜

炎*半月板损伤&上下楼疼

痛 &久坐起立困难
.

晨起关

节僵硬不灵活&关节积水变

形
.

痛苦中听专家讲 '全鸡

追风活血膏%是治疗性国药

而非保健品& 就买了两疗

程& 才一周就症状减轻&不

到两个月就能骑车跑步行

走自如#

'全鸡追风活血膏%经

多家三甲医院数万例患者

临床验证对骨病疗效独特&

治疗膝关节骨质增生*滑膜

炎* 半月板损伤效果神奇#

部分患者当天见效&

&/"

个

疗程康复&本品对颈*腰椎

病效果亦佳.

专家忠告+ 治病首选国

药&疗效确切&本品不以暂

时祛痛*缓解保健来误导患

者&不管病情多重&只要按

疗程用国药都能康复如常#

#

个疗程
!#

天需
#!

盒
.

迎双节特惠+ 买
#!

盒送
"

盒& 买
!

个疗程送
#

疗程

!当日订购有惊喜"#

康复专线+

%&'#0((%'$&))

保真地址 + 河医门诊

楼对面茂源堂大药房&送货

邮寄# !

1

"

@*!9ABCD=EFG

!"#$%&'()

!H78I56D

国家专利号
BCD*%'&&%3)8#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医院皮肤顽癣治

疗中心主任*传统医学博士牛富立&运用中医药理论指

导最新发明国家级专利药物'雷公藤乌蛇丸%治疗皮肤

顽癣*湿疹等多种顽固性皮肤病&疗效独特&使久治不愈

的患者看到希望# 一般服用
B%G#$

天有明显效果&

#G7

个疗程均可收到较为满意的疗效#

服务热线#

*$3&E#4%%&#4 #'''$))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 $## &'#'

地址#山东聊城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医院

通讯地址#山东省聊城市
''#

信箱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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