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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盛传农民摄影师爱心计划
一个人徒步八万余公里"用二十多年时间"拍摄四万余幅照片"帮

助一万七千名贫困学生回到校园

濒危的校舍里读书的学生'

放牛放羊# 承担苦力渴求上学的
娃娃' 一双双蒙受贫困灾难和创
伤" 而又充满希望的眼睛((这
一张张照片打动了众多网友的心
灵)

!

月
"

日"网友*

#$%

米亚+在
搜狐社区上发布的一个帖子 ,这
些让人流泪的照片" 原来都是出
自一个叫王搏的摄影师-"引起焦
点网谈记者注意)随后"记者通过
网上搜索" 找到相关网页

"&"''

篇)而通过*爱心.王搏计划+&&&

西部贫困儿童助学行动网站"王
搏的故事也完整地呈现在网络
上)

这名出生在甘肃天水的农民
摄影师"自

()**

年以来"用二十
多年的时间" 只身行走在西部的
贫困山区"拍摄了四万余幅照片"

调查收集贫困儿童的资料" 通过
举办纪实影展为孩子们寻找资助
人" 帮助一万七千名学生回到了
校园((

网友*小河很弯+说%真正的
影像是沉默的"也是有力量的)王搏
的照片"像一种无声的力量"唤醒人
们的同情和关注) 我们仿佛从他的
照片里聆听到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
声"感受到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对
改变贫穷窘境与命运抗争的渴望)

网友*

+%$,-./$

+说"几年前在
广州参加过王搏的影展" 当时他
在为失学儿童募款) 其实他自己
孩子的学费都是很大的负担) 他
的妻子身患疾病"求医都成问题)

网友*布鲁姆斯+说"如果能见
到王搏"我会帮他发起捐款) 希望
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温暖更多心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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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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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焦点网谈记
者几经周折" 联系上了身在北京
的王搏) 王搏说此行主要是招募
参与爱心计划的志愿者" 另外也
检查身体"看病)长期的奔波劳累
和营养不良"使他身心疲惫)

谈起做这个计划的初衷 "王
搏说 " 看到那些因为贫困面临
辍学的孩子渴望学习的眼睛 "

心疼得忍不住掉眼泪)要是不为
这些孩子做些事情" 自己就会活
不下去)

正是出于这个朴素的心愿"

从
0)**

年起"王搏开始了他的爱
心计划" 以摄影方式记录贫困失
学儿童的生存状态" 然后自费到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
办纪实影展"为孩子们寻求资助)

旅游旺季" 王搏靠在天水麦积山
石窟给游客拍摄纪念照攒钱) 冬
天游客少了" 他就背起相机徒步
进山"为那些贫困的失学孩子们
拍照 ) 从

0))1

年
0'

月至
"''2

年
2

月" 他徒步三万余公里访问
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四川等
省

2)

个贫困县 # 区 "

0&'

个乡 #

"20&

座村组#

3&'!

所中小学校"

以纪实的方式拍摄# 采访了
2

万
余名失学儿童) 至今"他以民间义
务行为自费举办了

*3

次*爱心在
行动+&&&资助西部贫困儿童摄
影展)该行动使得一万七千多名贫
困学生得到社会各界好心人的资
助" 先后有

0'''

余人考取了重庆
师大#中国民航航空学院#兰州大
学#青海大学等

&0

所高等院校)

焦点网谈独家采访王搏%

看到那些渴望的眼睛!他心疼得掉眼泪

为了这些孩子!

他一贫如洗! 身体越
来越吃力

为了这些孩子" 王搏也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除了相机和底片"他一贫如
洗"身体越来越吃力)更让他感到痛苦
的是" 去各地拍照被别人赶来赶去遭
受的那种误解)

他甚至想到了退缩)

"''!

年
00

月
*

日" 王搏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告别
影展) 这一年"王搏

!'

岁) 之后"王搏
在北京为自己打了一年工)

北京大学一个志愿者的鼓励"使
他重拾放弃的计划)这位曾参与*爱心.
王搏计划+的女研究生从国外回来的第
一件事就是给王搏写信)得知王搏已经
放弃时"她哭了"说*你是志愿者的一面
旗帜"你要是放弃了"那些孩子们怎么
办/+她鼓励王搏继续做下去"并自告奋
勇去拉赞助) 这让王搏很感动) 再三思
考"王搏重新背起了相机)

这次" 王搏将镜头对准了农村贫
困教师) 从

"''&

年起"王搏先后采访
了

"'''

多名乡村代课老师和
"'''

多
名贫困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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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
03

日晚"中央电视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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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人物-栏目播出了王搏的事
迹)

王搏现在已决意不再停下)就在正
月初六到清明节的这些天"他还奔走在
宁夏#甘肃等地"做调查#采访((

当记者问起王搏是否来过河南时"

他说行动之初" 自己曾先后在商丘柘
城#开封兰考调查采访过) *爱心.王搏
计划+在河南也有项目)

"''1

年" 他在北京大学志愿者帮
助#联络下"还资助过驻马店上蔡几十

名贫困生"为他们*一对一+提供书费#

衣物等) 另外"最早参与*爱心.王搏计
划+的志愿者中"就有一位河南人"他是
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一位教授" 从

0))*

年开始资助甘肃的贫困大学生) *他不
愿透露姓名) +王搏告诉记者"其实大多

数志愿者和他一样"都是出于纯粹的爱
心做公益"不希望张扬)

谈及今后的打算"已经
!&

岁的王搏
说" 自己的身体不允许像以前那样奔波
了)他希望带更多志愿者上路"继续这一
爱心行动) !大河网记者 金艳阳0

参与爱心计划的有河南人!资助过的河南学生也有几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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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事实!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
近日透露" 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
筑量最大的国家" 但这些建筑只能持
续

"3425

年
6!

月
&

日,中国日报-

7

)这
种说法" 和此前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
进中心一位副主任的说法不谋而合%

*国内住宅的平均寿命仅仅为
2'

年)+

这个冷酷的事实"让,物权法-起草时
争议的土地使用权

1'

年后 *怎么办+

的难题"更具黑色幽默的色彩)

腾讯网网友!看到这则新闻!想起

了 "楼倒倒#$"楼歪歪%$"楼脆脆%!中

国建筑"病%的不轻&可苦了广大房奴!

"

35C@1

年%的建筑寿命意味着你刚把

房贷还完!房子也该塌了&时间掐得很

准&

搜狐网友复制吴江!

A1

年产权遭

遇
@1

年房屋寿命' 居者何安' 钢筋水

泥活不过血肉之躯! 谁偷走了中国建

筑的钙' 谁让中国建筑英年早逝'

新浪浙江绍兴网友中大假! 中国

建筑的短命! 有的缘于规划短视()西

湖第一高楼% 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

主楼
311A

年
0

月
2

日被爆破拆除!设

计使用寿命
011

年!实际使用不过
0@

年*使用仅
31

年的四星级青岛大酒店

在
@

秒钟爆破后变成了一堆废墟*而

重庆的隆盛大厦从交房到被拆仅有
2

个月时间!

41

多户刚搬进新家或正在

装修的业主转眼变成拆迁户++

新浪浙江网友足球评论员
%%%

!

规划时随意性大! 出台后执行又不到

位!拆了建!建了拆& 建筑规划先天不

足!建筑后天营养不良!让中国建筑大

多英年早逝&唯一的好处是!工厂可销

货!民工有工做!大家有收入!结论(浪

费有理&

新浪辽宁盘锦网友想飞的虫子!

不只是我们的房子! 看看我们身边的

一切!我们不缺少好的政策!而是缺少

好的监督与执行& 希望这种状况不要

再出现了& !大河网记者 金艳阳0

中国建筑只能持续
&'($"

年

谁让中国建筑英年早逝"

郑州火车站地下出站口的两部电梯建成后
一直*沉睡+"后经焦点网谈#河南手机报在内的
多家媒体连续报道"*沉睡+ 一年多的电梯终于
在今年春运期间被*唤醒+#为旅客服务了一阵"

可好景不长"近日"这两部电梯再度*沉睡+"令
网友大惑不解"质疑声不断)

春运期间好不容易被唤醒的电梯" 为何这
么快又停运/ 承建方人和集团一位负责人对记
者说"电梯先期是为政府代建的"由于政府一直
没给他们结清工程款" 所以他们无法将电梯移
交给政府) 而郑州火车站地区管委会有关人士
则表示" 人和集团当初建这两部电梯时没有按
照程序进行招投标" 他们现在停运电梯是想以
此*要挟+政府出高价)对此说法"人和集团有关
人士予以否认)

!

月
0"

日上午"火车站管委会另一位负责
媒体宣传的人士对记者说"火车站管委会跟这

次*电梯事件+实际上没多大关系"这两部电梯
本是人防工程" 并不属于火车站管委会管理)

春节前市长在批示中"指示火车站管委会牵头
解决电梯问题) 此后"火车站管委会一直在积
极想办法协调" 电梯在春运期间得以恢复运
行) 这次电梯又被停运后"火车站管委会向郑
州市政府提交了报告"请求市政府出面协调解
决此事)

!

月
0"

日下午"记者终于获悉了一条令人
欣慰的好消息&&&当天下午"北出站口的电梯
已经开通运行" 南出站口的电梯正在检修"检
修完毕很快就会开通)据郑州市人防办秘书处
处长薛伟介绍"郑州市政府接到报告后"有关
领导立即批示"要求郑州市人防办协调解决此
事)经过郑州市人防办的积极努力"电梯终于再
次开通)

那么" 人和集团和政府之间的经济纠纷解

决了吗/ 电梯这次开通之后" 还会不会再被关
闭/ 对此"薛伟处长表示"这些事情他也不太清
楚) 人和集团郑州市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则一直
打不通)

一波三折的*电梯事件+"吸引了众多网友
关注和讨论) 网友*国富民强+发帖说%*电梯的
问题"本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希望这两部电
梯开通之后不要再停运了1 更希望今后不要再
出现这种有损郑州形象的事情1 +网友*登上长
城+ 揶揄地说%*南京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一直
都在运行"同样是省会城市"电梯的差距咋那么
大呢/ +

*如果这两部电梯的位置不是在火车站这
样的窗口单位"或许大家也没那么关注)我们不
指望这两部电梯给郑州争光" 但希望它不要给
郑州丢脸) +网友*非知名博主+说)

!大河网记者 陈 慧 赵三军0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愿意回到生
命中的哪段时光/ 为什么/

!

月
1

日"奇
虎论坛的一篇帖子成了网友讨论的热门
话题) 楼主发帖时说%*许多人对自己的
过去有着不同想法" 希望通过这样的回
忆和讨论"让我们更加珍惜光阴"珍惜生
命"快乐生活1 +

许多人的选择是回到童年" 就像网友
*微笑了+说的"*童年时的心灵是洁白无瑕#

晶莹剔透的) 生活上有依靠" 精神上有希
望"总之是那么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

回到贪玩的学生时代" 从头开始努
力奋斗" 是另外一些网友的回答) 网友
*灰心蚂蚁+ 在回复中说%*如果可以的
话"我希望回到初中一年级)那时候的我
很贪玩"现在后悔了1 +*长大后"才知道
自己做错了很多"也浪费了很多"更辜负

了太多人的希望)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
会做得更好)+网友*小兔灰灰+的话引起
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回到从前" 让那些伤心的事不再发
生"或是少留一些遗憾"成了很多网友的
梦想) 网友*会购+伤感地说%*如果时光
可以倒流"我想回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年)

最后的日子里"没有好好陪她"是我最大
的遗憾)+网友*快乐精灵+也说%*如果时
光可以倒流" 我希望对那些逝去的亲人
们再好一点"再多一点孝心1 +

还有很多网友不愿意做这样的假
设"认为沉湎于过去是不理智的"最重要
的是好好面对现在"面对将来) 网友*芝
麻开门+说%*人生没有如果"过去的都过
去了"珍惜现在的生活吧"毕竟生命属于
我们只有一次1 +!大河网记者 陈 慧0

焦点报道

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电梯睡了醒"醒了睡"终于再次被唤醒) 网友希望&&&

唤醒的电梯可别再睡着了

热帖速递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愿意回到生命中哪段时光

郑州市天明路宁碧园小区

内有违章建筑 消防车进不去

大河网网友"

)*+,-.+,-/-0

#!郑州市天明路
5D

号宁

碧园小区!狭小的空间内还盖有一处车库!此车库为违章

建筑!为个别人私自占有& 一旦发生火灾等事故!消防车

根本无法进入小区& 但一直以来!都无人过问此事!希望

政府部门能够调查取证!早日拆除此处违章建筑&

律师点评!,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物业服务企
业不得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
害业主的共同利益)违反条例规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
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用途" 损害业
主共同利益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规定处以罚款)

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 李华阳0

商丘市永城前张村

小学旁的池塘成了垃圾场

大河网网友"

1230425*+2*04675

$!我是商丘市永城

前张村村民&几年前!前张小学旁边有一个清澈见底的池

塘!孩子们常在这里玩耍&这两年!这个池塘成了垃圾场&

池塘里的土被挖出来!挖的很深!学校领导怕学生出事!

在旁边立了一道墙&永城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工业垃

圾均倾倒在此&大卡车拉着满满的垃圾往这里倾倒!每天

都有好多车& 现在!我们村的浅水井打出来的水都发黑!

并伴有恶臭气味&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就正光路%跑水$做出回复!

有人破坏消火栓偷水
网友"

89#&%9%$9$

$!在郑东新区东风东路与正光路

交叉口往东
311

米!一个自来水检查井闸阀损坏!管道涌

出的自来水流到路边污水井内!距今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我每天上班路过此处!看到水流一直不断!白白流失!很

是心疼&

民声回复!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接到本栏目调查函后"

于
D

月
A

日发来回复)回复称"该闸阀实为一地下式消火
栓"自安装以来"附近居民#周围饭店商铺就开始损坏消
火栓偷水用"洗菜#洗衣#浇地#洗车等现象屡禁不止"甚
至一些施工工地也用水车接水施工用)

负责该区域供水设施维修及保养工作的郑州市自来
水总公司管网处商鼎路维修队职工" 每天上下午两次对
此区域进行巡查" 对附近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并进行制止
关闭"也多次向供水监察大队反映"并采取加固井盖#用
螺丝完全钉死井盖#加强巡查等措施"但均不见效"偷水
人依然我行我素"损坏消火栓偷盗用水)

对此"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表示"考虑到保证城市消防
安全需要"保护城市水资源"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此处
消火栓的管理"加大巡查力度"增加巡查次数"加大对损
坏供水设施以及偷盗水行为的打击力度' 与消防支队沟
通"对此处消火栓加锁"防止偷盗水行为)

!本栏目主持人%时文静 史海山0

! ! ! !

这是一条再平常不过的田间小路! 你能看出它有什

么不同吗'一点特殊的标记都没有!甚至井沿也没有高出

地面一点! 不走到跟前难以发现& 这是一口浇地用的机

井& 井很深!还有水呢&

&&&大河网网友*两朵金花+摄于开封某乡村

大河网网友"两朵金花$! 这不是机井"是*陷阱+呀1

带着孩子到地里忙农活的家长们要时刻注意" 不能让孩
子乱跑啊)

大河网网友"依然浪漫$!草长起来"井口就更难让人
发现了)

大河网网友"孤鸿飞雪$!农村这样的井很多"的确很
危险)

大河网网友"神七飞扬$!至少该在旁边立个警示牌
之类的东西"给路过的人提个醒啊1

!大河网记者 陈 慧0

D

月
D

日!在新乡市平原路拍到的温馨一幕(一位父亲在路边

摆摊卖鞋!空闲的时候拿着一本书给女儿念!父女两人其乐融融&

新浪网网友 须眉大哥 摄

摊贩的父爱

拿图说事

机井" 陷阱"

本期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