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数据产业再添新军

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酝酿落地

□本报记者 陈晨

8月 22日，河南日报新媒体部推出新闻纪实评书
节目《改革开放40年之晓妍开讲》第八期，为你讲述关
于南下打工的那些事儿。

本期节目是《“打工仔”逐梦东南“返乡潮”候鸟归
林》，讲的是人们争相南下打工那个年代的故事。联产
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将劳动力从
土地上解放出来，而东南沿海地区也在短短数年间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大量工厂，有着极大的用工需求，两者
就这样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
化，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一路高歌猛进，返乡创业、
就业的打工者也越来越多。昔日的外出“打工潮”，变
成了今天的留守故园情。

扫描上方二维码，听河南日报客户端主播晓妍为
你讲述从“打工潮”到“凤还巢”转变的故事。③4

《晓妍开讲》第八期

昔日“打工潮”如今“凤还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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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名高中生成功解剖鲫鱼，进清华北

大”。8月 21日，这样一条消息登上了微博

热搜榜，刷遍朋友圈。

原来，这50名高中学生，是第27届全国

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前50名金牌获得者，直接

拿到了清华、北大的“金钥匙”。“杀一条鱼就

能进了清华北大，只是调侃罢了；这些学生都

具备非常出色的学科素养和动手能力。”郑州

外国语学校生物竞赛辅导老师邹等说。

□本报记者 周晓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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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传播数据： 8月 20日 13 时 34分，“中
国青年网”官方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吸引了众多媒体微博
转发。截至 8月 22日 17时，记
录商丘交警暖心举动的视频仅在
微博上的播放量已经有53万次。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新闻事件：8月 19日下午，暴雨过后，商丘市区出
现大面积内涝，不少机动车的车牌被雨水冲走。商丘
交警收集到许多遗失的车牌，他们把一张桌子放在路
边，把车牌一一摆放好，等车主认领。这个与众不同的

“地摊”持续了两天，很多市民找回了自己丢失的车牌，
同时也在朋友圈发布信息帮助交警寻找车主。

总有一种深情
让他们默默守候

暴雨过后街头现大量遗失车牌
商丘交警“摆摊”寻找失主

路段积水深近1米
淮阳小伙坚守3个小时冒雨提醒

10500

传播数据： 8月 19日 23时 09分，梨视
频拍客将记录暴雨中王鑫提醒过
往车辆的视频上传至网络。8月
20日，人民网、光明网等媒体跟
进报道。截至 8月 22日 17时，
全网相关信息有10500条。③4

新闻事件：8月18日15时许，淮阳县遭遇强降雨天
气，许多道路积水成河。其中，在县城弦歌路上有一段
积水深近一米，过往车辆涉水后纷纷被淹熄火。淮阳
小伙王鑫看到后，不停地向迎面驶来的车辆挥手，提醒
司机水深绕行。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王鑫一直在雨
中坚持为过路的车辆送去善意的提醒。他全身被雨水
淋透，三次累倒，却让一百多辆车避免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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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困 救孤
2018年 8月 20日，作为八朝古都——开

封，再次显露出“福地”本色，用一天时间兑出
三个大奖，从另一个方面也表现了开封彩民
对福利彩票的支持。

场景一：杞县中福在线销售厅中出连环
夺宝25万元大奖

张先生是中福在线老彩民，尤其喜欢“连
环夺宝”游戏，每周他都喜欢去中福在线销售
厅玩一玩，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20日张先
生按照惯例来到销售厅随便找了个位置开始
了他的“夺宝”之旅。玩到第二关的时候，突然
看到从屏幕上方掉下20个猫眼，很耀眼。张
先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旁边就有彩民在大呼
说：“咱们这个销售厅中大奖了。”这时候张先
生才发现自己中了25万元的大奖。

场景二：位于开封市祥符区开祥街西口
的41028103投注站

李先生今年 40多岁，是一个老彩民了。
没有固定每期购买福利彩票，只是平时路过
投注站时才会买上几注，每次投入不多，一般
是 10元。这次中奖的号码是五注 10元单式
定蓝机选票，这次蓝号已经守号多期了。19
日下午，李先生在开祥街西口购买东西，路过
41028103投注站，再次购买自己一直坚守的
蓝色号码。

20日上午，又再次路过 41028103 投注
站，拿出昨天的票，让看看中奖没有？投注站
用投注机一兑，中出 106583元，二等奖！站
在旁边的妻子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我们
订好了明天要出差，我说要不等我们出差回
来再兑奖吧，反正跑不掉，但是她坐不住，还
是要先来兑奖。”

场景三：位于开封市鼓楼区佛达商厦的
41020056投注站

据该投注站李女生介绍，这位彩民也是
一位十足的老彩民，每一期开奖前都会光顾
她的投注站。他买 22选 5已经好多年了，以
前中过几次小奖，这次是中得奖金最多的一
次。

说起该彩民的选号技巧，李女士也略知
一二。据她介绍，该彩民平时一有空就到站
点研究走势，凭借着多年的研究和对数字的
敏感度。当期“22 选 5”选择①04、12、13、
18、21②03、09、11、19、20③09、10、17、18、
20④04、08、11、12、22这四组号码，最终帮
他中得55444元奖金。

2018年 8月 20日，福利彩票就连续送给
开封彩民三份大礼，相信在接下来的开奖中，
开封广大彩民一定会在开封这块福彩福地中
收获更多奖项与幸运。 （雷松霖）

“扎堆儿兑奖”，开封1天兑出仨大奖

我省4位学子被保送清华北大，只因会剖鱼？

误会大了！人家是真“学霸”

本届竞赛有来自全国各地 240名选手参加，最终决
出金牌 72名、银牌 72名、铜牌 96名。我省 8名选手
获6金2银，其中郑州外国语学校获6金1银。

根据教育部门相关规定，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具备高校保送资格，
而生物学竞赛的前50名选手将进入国家集训
队，顺利成为清华北大生。郑外4名学生位列
前 50名，2人被保送至北京大学，2人被保送
至清华大学。

这场全国中学生生物学最高级别的赛事，因
为考试项目之一是解剖鲫鱼，被冠上“成功解剖鲫
鱼，进清华北大”这一自带“流量”的标题，迅速蹿红。

回顾

一条鲫鱼让生物学竞赛成“网红考试”

网友“佛系理工
男”：戏谑的标题说实

话把竞赛生付出的努力

忽视了，让不明真相的人认

为就是杀杀鲫鱼这么简单。

网友“逐夢的孩
紙”：能 代 表 学

校 去 参 加 这 种

比赛也是有上

清华北大的

实力吧！

网友“溪边小
橘”：杀 鱼 我

也会啊，但要

挑出肌肉和

骨骼就很难

了 ，膜 拜 大

牛们！

网友热议

据邹等介绍，生物竞赛分理论和实验两部分，各占
50%，其中实验部分包括四个大项目，动物生物学只是其
中之一，解剖鲫鱼又是动物生物学三道题目之一。

“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对顶尖选手来说，任何一个
环节都会对成绩产生较大影响。”邹等说，“而且以往动物
生物学实验所解剖的多是‘不见血’的无脊椎动物，如蜜
蜂、田螺等，这次解剖鲫鱼给学生带来一定挑战，给他们
的时间最多也就40分钟。”

“一开始闻到腥味，进考场看到一条鲫鱼摆在桌上。”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学生孟昱回忆，“一边用所学知识对
鱼的结构进行分析，一边观察题目随机应变，题目还要求
将鱼类肌肉和所取骨骼完全剥离，跟平时杀鱼肯定不一
样，需要很高的解剖素养。”

这样看是不是有点难？那再看看人家的理论试卷。
邹等介绍，理论试题 103题，26页，单多选混排，题目主
要以SCI论文为背景考查学生阅读能力、分析能力、综合
应用能力，远超普通高中生物课本的范围。

求证

此“杀”非彼“杀”没那么简单

“中学生五大学科竞赛是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特别重
要的方式。生物学竞赛培养的是对生物感兴趣，对文化
课学习学有余力的优秀生。”邹等说，这些学生既要学好
文化课，还要提前学习大学生物学本科主干课程，进行
实验能力的培养；他们学科素养高，进入大学后可以直
接进入相关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能进名校没有捷径，
全凭自己本事。

“‘解剖鲫鱼’这道题目只是载体。”郑州外国语学校
生物竞赛负责人杨德宝说，它考察学生的不是“杀鱼技
巧”，而是基于学科素养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观察和
动手能力。死记硬背已经难以适应高考和个人长期发
展需要，如何学以致用，值得每个老师和学生深思。③8

点评

名校无捷径 学以致用是关键

郑州外国语学校学生赛后和指导老师合影。②23赵军浩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瑶）记者8月 22
日获悉，腾讯大豫网日前自主研发出腾讯智慧文旅平
台，将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大数据应用集
合成为综合性解决方案，帮助全国景区和文博系统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该平台囊括了游前、游中、游后全过程的
“互联网+智慧服务”，如微信购票、语音导览、景区地
图、智慧停车、智慧客服、评价系统等，游客通过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即可便捷获取旅游场景下的全流程服
务；在客户管理上，平台接入了大数据可视化交互系
统、企业微信管理端、舆情监测等，解决了信息孤岛问
题，为管理者提供大数据分析、全网舆情分析、智能营
销平台和评价系统，将景区的各类经营信息实时展
现，反哺景区管理，助力管理者决策经营。

7年前，腾讯大豫网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腾讯集
团共同投资成立，目前已经具备了成熟的互联网“智慧
化”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并可运用全国最庞大的数据
基数，赋能产业、服务政府、连接用户，推动互联网技术
在政务、民生、旅游、教育等各方向的广泛应用。③4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一把锤子，
打造出了一个起重产业；一根棉签，培育出了一个卫材
产业；一把刷子，绘出了一个防腐产业；一把勺子，炒香了
一个烹饪产业。改革开放以来，长垣县民营企业快速崛
起，逐渐形成了起重、卫材、防腐和烹饪四大支柱产业。

大河网礼赞改革开放40周年推出特别策划《豫出
彩——中原谱新篇今朝更好看》，2018年 8月，大河网

“改革开放40周年巡礼”活动启动，10余名编辑记者走
进长垣，探访长垣优秀企业，共同见证改革开放40年的
成就，报道长垣崛起的民营经济矩阵，展示长垣现代产
业发展格局。8月22日，大河网推出“豫出彩·长垣篇”
第一篇报道——《一把刷子“刷”出一个新天地》，扫描
上方二维码，观看视频及更多内容。③8

腾讯智慧文旅平台
助力旅游产业升级

大河网礼赞改革开放 40周年
推出特别策划

一把刷子“刷”出新天地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
世龙）郑州高新区天健湖畔，一个新的
专业化产业园——天健湖大数据产业
园正在筹建，预计今年 12月底将建成
展示中心，2020 年完成一期建设。该
产业园建成后，将成为郑州市大数据产
业重要的发展引擎。

据了解，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将被
打造成为集智慧城市感知博览中心、集
智创意中心、数据存储计算中心、绿色
智造研发中心、休闲会议中心、青年人
才培养基地和健康体育生态园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园。

从郑东新区智慧岛，到天健湖大数
据产业园，大数据是近年来河南产业发
展的“热词”。

据介绍，大数据与传统行业相结

合，产生的将是乘法效应。天健湖大数
据产业园落户高新区，综合考虑了许多
因素。第一，从政策层面来看，高新区
政府全程参与，了解企业需求之后研究
对应政策，有的放矢。作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未来在产业支
持方面仍有持续政策优势。

第二，高新区分布着郑州大学、解

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高等院校，为大数
据产业园进行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第三，高新区拥有厚重的产业基
础。该区基础配套规划完善,众多制造
业企业在此落地，大量上市公司在此培
育，拥有实体经济的土壤。目前，高新
区正谋求产业迭代升级，对于大数据产
业而言正是一个成熟的切入时机。③8

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效果图。②23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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