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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语音催费太贴心和人

性化了，以后出差在外也不用

担心忘记交电费了……”3月

25日，家住上蔡县城区的商户

刘建国在接到电力部门打来的

自动语音催费电话后满意地

说。

为使客户及时了解欠费信

息，提醒客户缴纳电费，国网上

蔡县供电公司在推出短信缴费

提醒的同时，又与联通公司合

作，开通了自动语音催费系统，

该系统以SG186营销业务系统

为业务平台，每月由各供电所

营销管理员把用户的欠费信息

导入语音催费系统里面，在设

置的时间段由系统自动拨打客

户的手机电话，告知欠费客户

的户名、户号和欠费金额，提醒

客户尽快缴纳电费。语音催费

系统的推广应用拓宽了供电服

务的手段和方式，减少了人工

催费的麻烦，避免了用户因欠

费停电带来的不便，提高了用

户的满意度。

（刘杰）

郑州市南曹乡结合实际确

保环境整治常态化

为有效配合南部路网建设，

创造洁净和谐的生活环境，郑州

市管城区南曹乡结合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目前，已对主干街道进行了

全面整理，确保了全乡环境卫生

整治常态化。 （邵磊）

严防春季传染病工作

春季是流感、流行性腮腺炎

等常见传染病的高发期，郑州市

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中心幼

儿园高度重视，加强宣传教育，提

高幼儿对传染病的认识，保持校

园整洁，做好各项防病措施，严防

春季多发传染病。（付淼）

清明忆先烈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大庙小

学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主

题教育活动。学校师生通过黑

板报、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深切

缅怀革命先烈，进一步深化了爱

国主义教育，号召大家珍惜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勤奋学习，报

效祖国。 （康喜巧）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

员李健 王继强）近日，固始县公

安局在城区成功捣毁一处赌博窝

点，抓获参赌人员33人，收缴赌

资5万多元。

3月初，该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接到群众举报称，位于县城番城

办事处六里棚社区一处房屋内经

常有人聚众赌博。接警后，该县

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指派治安

大队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

工作。专案组经多天摸底排查，

在掌握了该赌博窝点具体情况

后，3月25日晚9时许，固始公安

局从治安大队、巡特警大队、督察

大队等单位抽调精干警力60多

名，分三组从多个路口包抄堵截，

依法对该赌博窝点进行突击检

查，当场查获刘某、张某等30多

名涉嫌以“龛干子宝”方式进行赌

博的违法行为。

目前，33名参赌人员已被依

法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深入

调查之中。

这几天，永城市新桥乡韩六子村支部书

记陆成彦显得更忙了。

作为市政协委员的陆成彦，永城市“两

会”闭幕后，他及时组织动员全村党员干部学

习传达市委“两会”精神，并根据《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的“做靓新农村”的工作部署，和村

“两委”班子成员及早谋划韩六子村2015年

建设发展规划；同时，依托刚刚成立的“永城

市土地托管服务合作社”，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土地托管机制，集中集约农村现有资源，建设

美丽新农村，让全村群众真正过上幸福安康的

生活……

3月23日中午，陆成彦忙完手头的工作，便

大步流星地往村北面的永城市土地托管服务合

作社赶去。现在正是春季麦田管理的关键时期，

合作社托管的1000多亩土地，除草、施肥、喷洒

农药等一系列的工作都等着他去安排。

刚进合作社的大门，只见办公室门口五

六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正焦急地等着他：“陆书

记你可来了，俺也要加入你的合作社，不管咋

说，俺家里的7亩麦子你得给俺托管了！”“陆

书记，俺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出外打工了，过年

的时候一家人商议，都愿意把土地交给你托

管。”

陆成彦忙把大伙让进屋里，一边倒着茶

水，一边动情地说：“首先谢谢乡亲们对我的

信任。咱村土地托管合作社的成立，主要就

是服务咱村里的群众，大家有事慢慢说。”一

听这话，一位村民高兴地说：“这不就好了嘛，

陆书记，你是答应了托管我们的土地？”陆成

彦面带难色地说：“张大爷，我看还是明年你

再加入合作社吧！”张大爷急忙接过话茬说：

“那可不中，既然我们来找你，今天你就得答

应托管我们的土地！”“张大爷，说实话，今年

合作社已经把土地托管的面积、人员分工、机

械耕作调配等工作都已进行了详细的安排，

一旦你们再加入，我们不但要重新调整工作

计划，还得增加人员和机器设备，我真的害怕

给大家把事办砸了！”

一听陆成彦推辞，一位上了年纪的李姓妇

女说：“陆书记，俺也知道难为你了，您看这样

中不中，刚才你没到的时候，我们也商量了一

下，大伙总的建议就是土地交给你托管，我们

这些家庭的富余劳力全部进入合作社务工，并

把家里闲置的农用机器全部交给合作社使用，

就是到了年底，给我们合理的农机使用补偿费

用就行了。”陆成彦闻听此言，心里顿时亮堂了

许多，自己担心的事情竟然被通情达理的村民

一席话给说透了，如果自己再坚持的话，可能

会伤了大伙的心。“李大娘，话既然说到这份

上，我就了却大家的一片心愿吧！大家的土地

合作社托管了！”此言一出，前来申请土地托管

的群众无不拍手叫好，爽朗的笑声在合作社院

里久久回荡……

本报讯（通讯员姚坤鹏李蒙 记者侯博）3月27日，由
永城市委、市政府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举办的“品汉梁文化 忆
芒砀乡愁”文化建设座谈会在永城召开。

光明日报社一行紧紧围绕“品汉梁文化忆芒砀乡愁”，结
合永城实际，阐释了对“文化”和“乡愁”的理解，并对永城如何
进一步发扬传统文化、做好“乡愁”这篇文章提出了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对永城文化建设实地调研后，光明日报社对永
城的文化建设和城市建设等情况给予高度评价，并对永城如
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等方面提出了好的建议和意见。

近年来，永城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机
遇，以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市为抓手，积极实施文化名市战略，
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大力
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群众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文化市场繁荣有序，文艺精品创作成绩斐然，文化产业发展
初具规模，不仅唱响了时代主旋律，占领了文化主阵地，而且
为全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
化支撑，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建设示范城市”、“中国最佳文化
创意城市”、“中华诗词之乡”、“中国书法之乡”、“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市”等称号。

在永城期间，与会领导和媒体记者先后到永城四馆两中
心、城乡规划展示中心、文化广场公共自行车存（取）点和24
小时自助图书馆、芒砀山汉文化产业园、日月湖等地开展了
调研活动。

滑县高平镇东起寨村的蔬菜大棚种植户为黄瓜整枝打叶，这一茬蔬菜预计再有一周即可上市销售。去年以来，该

镇紧紧围绕打造“绿色蔬菜大镇”的战略目标，全镇累计流转土地35959亩，蔬菜复种面积达9.8万亩，蔬菜生产已成为

全镇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张晓慧 李诗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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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管县新闻

合作社里传笑声
□本报记者侯博通讯员姚坤鹏王永亮

上蔡电业局语音催费很贴心

固始警方

成功捣毁一聚众赌博窝点

光明日报社一行走进永城

品汉梁文化 忆芒砀乡愁

蔬菜生产成主导产业滑县高平镇

永城市韩六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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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辨别谣言

谣言传播常用的手段

谣言散布高发期

谣言集中类别

查看其是否老帖，看消息源是否可靠、专业

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疾病等

每逢周六是散布高发期

假借权威、捏造数据、制造恐慌、嫁接图片等

日前，工信部电子商务专家组委员张铎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下正在热闹进行中的

“淘宝打假”，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条形码的打

假战。

淘宝(含天猫)正全面升级商品管理系统，将

在4月实施新规，要求商家向淘宝提交商品条码

作为补充。到4月底，没有商品条形码的部分商

品将无法发布。 据《长江日报》

4月起淘宝开店有新规
无条形码商品不得发售

支付宝准备玩人脸识别
称未来可“刷脸支付”

3月15日，马云在德国参加活动时，演示蚂

蚁金服的Smile to Pay扫脸技术，为嘉宾从淘宝

上购买1948年汉诺威纪念邮票。

在蚂蚁金服内部，有一支专职研究生物识别

技术的团队，名叫“柒车间”。这项支付认证技术

由蚂蚁金服与Face++ Financial合作研发，在

购物后的支付认证阶段通过扫脸取代传统密码，

这意味着，未来可以实现“刷脸支付”。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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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时
每个人都想聊自己

因为缺乏立竿见影的效果。

让我们来看看人们都喜欢做些什么事：

旅行。景色、美食片刻间就被收在相机里，发

到朋友圈了。

赌博。把筹码放上去，下一秒就知道输赢。

玩虚拟游戏。只要你投入时间去玩，就会获

得更高的等级、更多的钱、更厉害的装备。

人们总是希望用最少的付出，来获取最及时

的回报。

而努力呢?大家都明白努力的正确性，可是大

多数的人，都缺乏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因此，速成的方法总是很受到欢迎，比如什么

一周减二十斤，七天背完GRE单词，三天之内拿

下女神，看完这本书你就成为百万富翁。

（黄辛）

人既然知道努力就可以进步
为什么还是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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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更有趣观微·

古古和阿男即使是在最亲密、最如胶似漆的时

候，很遗憾，他们也仍然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是世界的真相：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当阿男在投资上踩到地雷，惨赔五十万的那

个晚上，如果古古正在因为月经来而整晚肚子痛

的话，那么，不管他们两人多么努力地关心对方，

真正最让他们痛苦的，仍然是他们各自的痛处：

阿男的五十万、古古的肚子。

讲这个不是为了对情侣们泼冷水，而是做个

简单的提醒：聊天时，每个人都想聊自己的感觉。

当你在东指西画地大谈：“昨天晚上我夹着

鲨鱼夹去倒垃圾的时候，我前男友开车经过我面

前耶！靠！我额头刚好长了两颗大痘痘……”

当你这样废话连篇，而你对面的人，却认真

地睁着眼睛看着你，专注而关心的时候，你真的

会觉得这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你最想倾吐

心事的对象，是地球上最可依靠在上面垂泪的

一双肩膀……

这个看似很专心听你说话的人，嗯，我不知

道她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她无疑是你“最上

道”的朋友。

她专注地望着你时，天晓得她心里在想些

什么！她可能望着你的嘴，想着“嘴巴一直动，

好像我养的金鱼喔……上排牙齿有披萨的菜渣

耶……她讲的那个前男友不是长得像猪吗……”

处于这个状态的她，实在不太像什么“地球上最

可靠的一双肩膀”，但你会喜欢她，这是一定的。

所以，反过来，当你自己想要被别人喜欢的时候，

你只要把别人放在你自己的位置上来想，那就轮

到你来扮演这个“最上道”的朋友了。

扮演这样一个朋友，最高原则非常简单：“尽

量别让自己说出‘我’字。”

听起来很容易，但你可以试试看，跟朋友聊

天十分钟，不要说出“我”字。

对，就是不要说出“我”字。每次想说“我”字

时，都改成“你”字或“他”字。

你会发现这十分钟里面，本来不断说着“我

昨天……”“我觉得……”“我买了……”这些句子

的自己，忽然变成一个不断把话题丢给对方、让

对方畅所欲言的、超级上道的人！

也许你会说，你又不是在陪酒，为什么要让

对方畅所欲言，而不是让自己畅所欲言？

答案很简单，你的朋友们，也不是在陪酒啊，

他们凭什么要永远让你畅所欲言？ （蔡康永）

看完这些神回复
只想说，兄弟你真是太机智了

●为什么不要去考验人性？

Moxos Yuri：经得起考验的人很多，但是经

得起考验的人，一般不会容忍被考验。

●如何评价“女孩子只要嫁得好就很好，那

么拼干嘛”的说法？

椰子：你以为“嫁得好”不用拼？

●如何优雅地炫富？

那么多要思考：我今年19岁。

●网络让我们变得更傻么？

负二：归根结底是让人的注意力难以集中，

其他都是附带伤害。

●你幻想中或参加过的婚礼中，最生动的细

节是什么？

知乎用户：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

●90后女生的“门当户对”观念消失了吗？

知乎用户：现在不叫“门不当户不对”了，改

叫“三观不合”。 （知乎）

这些网络流言，你信过几条？
这些看起来很“科学”的说法，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在网上很流行？其实，它们都是不！科！学！的！

流言一

美国极端天气源于我国污染？

中国气象局权威专家回应，研究显示2014年

入冬以来，美国暴雪频繁主要是极地冷空气中心

偏向美国和大西洋暖湿气流偏强造成的，与我国

空气污染没有直接关系。

由多国科学家参与评估报告《洲际传输评估

报告》明确指出，东亚的污染物排放对北美极端天

气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真 相

流言二

人体内一种名为TGF-β物质具有抑制和促

进癌细胞生长的双重属性。有研究表明，在癌症

的病变期，TGF-β抑制癌前细胞增生，但到了癌症

中晚期阶段，它就帮助肿瘤迁移。在针对TGF-β
的研究中，并没有显示手术和化疗与癌症转移的

关联。手术、化疗和放射治疗仍然是癌症治疗的

三大手段。

化疗会导致癌细胞扩散？

植物专家指出，没有哪些花绝对不能在家养。

但百合、水仙等花香浓重的植物不利于人们入睡，

最好不要在卧室养，但可以在阳台上，客厅养。

此外，有些植物的香气可能令人过敏，但每个

人体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郁金香、香草等很多

植物虽然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生物碱，但家里养一

盆郁金香不会有什么问题。 (人民)

水仙、百合、郁金香等花
不能在家养育？

流言三

4月1日，一场针对如何甄别网络谣言的“辟

谣大会”在中山大学举办。此次会议以“天下无

谣”为主题，由微信谣言过滤器与中山大学互联

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宏博知微联合主办。与

会专家对谣言集中类别、谣言散布高发期、谣言

传播常用的手段、如何快速辨别谣言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讨论，并得出以下结论：

小心!周六是谣言散布高发期

真 相 真 相

NEWS鸡汤 NEWS思考

NEWS吐槽

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

有晴有雨，滋味就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老舍《小病》

NEWS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