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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伙骑车逆行被拦后跪地痛哭】

事件回放：近日，杭州一小伙骑单车逆行，被交警
拦下后，小伙接了一个电话。没想到打完电话，小伙子
当即摔了手机，情绪非常激动。他大喊着自己每天要加
班到晚上十一二点，自己的女朋友忘了带钥匙了，让他送
钥匙，公司也在催他，两边都在催他，他真的觉得好累。

网友热议：
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下班之后突然就崩溃，一个

人在路上边走边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呀。加油吧！
——提线木偶

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懂的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才能更好地感知生命的美好。想哭就痛痛快快哭一场，
哭完擦汗眼泪，然后笑着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吧！

——涓涓
他就是奔忙在人生路上茫然无措的我们中的一员，

平静的表面下总是压抑着内心的狂躁与不安情绪。当临
界来临，如同被击中的原子核，裂变就此爆发。每天回
到家，我们应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深鞠一躬，道一声

“今天你辛苦了”。 ——睿仕

关键词：【《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事件回放：3月29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条
例中，对“霸座”、公共场所赤膊、大声喧哗、随意插
队、随地吐痰、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各种不文明行为都
进行约束，拒不改正或者屡教不改的将被处以不同金额
的罚款。

网友热议：
对不文明行为用法治的刚性和硬度来进行约束很有

必要，它可以让人们对不文明行为的后果有一个更加清
醒的认识。 ——光明在眼前

对于一些不文明行为，仅靠罚款不能治本，必要时
要用强硬的法律来约束，真正发挥法律的作用。

——知足
向不文明行为宣战，难就难在某些人素质低下，且

无法可依。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难题，除了立法以外，同
时可以把不文明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达到震慑目
的，使其行为有所收敛。 ——打伞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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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岩）清明节期间，我市多所学
校组织活动，对师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4月 2日上午，睢阳区宋城中心小学、示范区育
才小学、示范区平台小学等多所学校的师生来到葱茏
抱翠、庄严肃穆的市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圈、塔前
宣誓、齐唱队歌等形式，缅怀革命先烈，祭扫捐国英
魂，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洗礼。

睢阳区宋城中心小学校教师许利霞说“来烈士陵
园前，我们还引导学生用网络搜集资料，了解英烈事
迹和清明节来历及风俗。通过这次清明祭英烈主题教
育活动，让孩子们更加认识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缅怀革命先烈，坚定理想信念，让中华民族的
美德和先烈们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和发扬下去!”

4月 2日上午，睢阳区包公庙乡丁庄小学千余名
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的心情来
到丁庄红色纪念馆，开展“挥泪祭英烈，做好接班
人”活动。少先队员集体在红色纪念馆前唱起了革命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庄严宣誓：“准
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4月 3日上午，睢阳区包公庙乡中华楼小学的师
生来到市烈士陵园，开展“铭记烈士遗愿 为理想奋
斗”祭英烈主题活动。仪式结束后，他们来到李学生

烈士的陵前祭奠，该校校长李元首为同学们讲述了14
年前李学生英勇救人的事迹，希望少先队员们弘扬英
雄的精神，进一步坚定爱党、爱国的信念，珍惜美好
时光，勤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报国本领，为鲜
艳的红领巾增添色彩！

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民族精神

我市多所学校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为保障群众清明假期平安出行，近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高速大队结合清明假期出行特点，综合研
判，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公布交通流预判和分流
绕行预案，公布道路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点段，提示
节日期间交通安全事项。

该大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清明假期期间，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免收 7座以下（含 7座）小车通
行费，免费通行时间自 4月 5日零时起至 4月 7日 24
时止。道路客流将以民间祭扫、春季踏青中短途出游
为主，我市辖区高速公路附近的宁陵、夏邑、商丘等
重点收费站将迎来车流高峰，集中表现为私家车自驾
出行增多，景区交通流量骤增。”

错峰出行更顺畅

由于扫墓客流和出游客流重叠，根据往年历史数
据分析预判，预计清明假期期间辖区高速公路车流量
都会比较大。为了让大家在假期出行更顺畅，商丘高
速交警给出了以下三个建议。

建议一：提前出行或延后出行。清明假期放假前
一天下午4时以后和假期第一天上午是车流量非常大
的时段。可以假期第一天上午提前出行（如 6时左右
出发），或者关注实时路况播报延后到 11时以后再出
行，避开第一天上午高峰时段。要特别注意假期最后
一天（4月7日）下午返程高峰，尤其是下午4时以后返
商，在连霍高速商丘下站后车辆骤增极易拥堵，可以提
前返程，错峰返程。

建议二：宁陵桃花节、梨花节的短途旅游人多，
请注意避开高峰时段。连霍高速宁陵站极易拥堵，最
好上午 9时左右下站、下午 5时左右上站，注意错峰
上下站。预计清明假期期间，连霍高速宁陵站、商丘

站、芒山站以及高速省界站和热点景区周边高速路
段，因车流量大将是主要易堵路段，请注意绕行。

建议三：在环商丘市周边高速公路 6个收费站
中，这样通行更顺畅。高峰时段，小车司机朋友可以
选在商丘新区南站或商丘睢阳站、商丘新区北站上下
站口，错峰出行；去登封旅游或新郑机场的司机朋
友，可以走连霍高速转商登高速、或在商登高速机场
收费站上高速走商登高速公路更快捷；去菏泽方向的
司机朋友最好在商丘新区北站、商丘新区南站上高
速，避开可能拥堵的连霍高速商丘站。

施工路段需谨慎

连霍高速公路上跨京九铁路立交桥路段处封锁施
工，采用施工区域南半幅封锁施工，北半幅双向通行
方案，双向通行路段长4.3公里。

此外，连霍高速公路兰考境内跨陇海桥北半幅在
进行改扩建，往郑州、霍尔果斯方向的车辆，请在连
霍高速与郑民高速互通立交处绕行郑民高速，或提前
在连霍高速与商登高速互通立交处绕行商登高速。

请广大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按照交通标志行
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免交通拥堵。

违法行为要严查

为创造安全、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商丘高
速交警将创新勤务模式，利用路面监控设备进行视频
巡逻，及时收集掌握道路通行信息。

他们将发挥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关口作用，严查
重点车辆、重点违法，严把上高速和省际关口；依托
高速省界执法服务站“两客一危”（长途客车、旅游
包车、危化品运输车）及面包车逢疑必查，严把高速

入口关；依托商丘高速公路智能卡口、视频监控设
备、缉查布控系统、区间测速等科技设施，发现、拦
截、查处重点车辆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通过科技手
段提升现场执法效率，提高执法威慑力。清明节假期
期间，他们还将集中开展酒驾醉驾、假牌套牌、超员
超速、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坚决防止发生大事
故；将加大对危险驾驶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从严追究

“严重超员、严重超速”违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安全出行要牢记

清明节期间，气温变化大，雾天多发。连霍高速
宁陵至民权段、济广高速双八境内系团雾多发路段，
出行人员应时刻关注高速路况信息。针对雨雾天气，
商丘高速交警这样给大家支招：行车时要注意降低车
速，保持安全车速；按雨雾天限速规定，行车时速不
超过 60km/h；雨天出行时，一定要减速慢行。雨雾
天气行车应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适当增大跟车距
离，保持安全车速，能见度低于 50米时，要就近驶
离高速公路或驶进服务区。

该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上高速还要注意如下事
项：一要在上高速公路之前确认车况良好，了解沿途
加油、食宿以及出入口等信息。二是高速公路除了有
全程限速外，更要注意在弯道、立交桥、下坡等地点的
特殊速度要求。三是在高速公路上非常容易疲劳，保
持好的精神状态对于行车驾驶非常重要。四是在假期
出行中，车辆出现故障抛锚或事故时，要打开危险报警
闪光灯，车上人员迅速撤离到高速护栏外，在来车方向
150米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如无法自行解决，迅速
拨打商丘高速交警报警电话0370—3263111。

商丘高速交警发布“两公布一提示”

请收藏这份清明节出行攻略
本报记者 王冰 通讯员 刘传海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今天玩的好不好？”“好！”
“开心不开心？”“开心！”“党的政策好不好？”“好！”……
3月30日，一群身穿红马甲、头戴红色遮阳帽的老年人在
华商文化广场门口合照，他们赞不绝口，开心地举起大拇
指。这是一支来自虞城县芒种桥乡董营村，由孤寡老人、
留守老人和贫困老人组成的特殊旅行团，在爱心企业的赞
助下来到商丘进行了一日游。

当日一大早，芒种桥乡 89名老人们便登上两辆大巴
车，在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和医护人员、导游等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相继游览了民权白云禅寺、华商文化广场、商
丘市博物馆、日月湖等景区，并乘车参观了商丘市景。一
日的行程非常紧凑，中午老人们还在市区一家饭店享用了
丰盛的午餐，直到傍晚才意犹未尽地踏上归途。据了解，
这次活动由商丘世丰地暖安装公司赞助，该企业负责人王
朋告诉记者：“我老家就在董营村，能在建材行业有所成
就，我要感谢党的政策好。现在国家正在开展精准扶贫，作
为企业负责人，我觉得应该致富不忘乡邻，力所能及地为老
家的老人提供一些关
爱，让他们走出乡村，感
受商丘的人文历史底蕴
和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也算是为老家的精神扶
贫工作做出一点力所能
及的贡献。”

致富不忘乡邻

爱心企业家请89名老人一日游

4月 1日，来自郑州市的服装表演爱好者在宁陵县石
桥镇万亩梨园开展走秀活动，成为浓浓春色中一道别致风
景。 本报记者 傅青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岩）“清明节前
夕，我们学校不仅组织我们到淮海战
役陈官庄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祭扫烈士墓的主题团日活动，还积极
安排我们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通过
在网上鞠躬、献花等形式缅怀革命先
烈。我们一定牢记历史，不忘过去，铭
记烈士遗愿，为理想奋斗！”4月3日，市
一中八年级学生刘明这样说。

网上祭英烈活动参与度非常高，
在中国文明网 2019年网上祭英烈活动
页面，记者看到点击量早已超过 10
万+，感人肺腑的留言达数千条。网
友清秋留言：年年清明，年年牵挂，
一次一次的想念，一分一秒的记忆，
不会忘记，也不会离去，好好努力珍
惜美好的生活；网友屈信军留言：英
雄是一个民族的魂，没有英雄的民族
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网友阳光留言：
一杯酒、一束花，代表着我们对革命
先烈的无尽哀思，你们为了中华民族
的崛起献出了生命，没有你们，就没
有我们美好的生活。

据了解，以清明节为契机，市文明办广泛开展文
明祭扫、网上祭英烈等群众性“我们的节日”实践活
动，以献花、留言和浏览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等文明
方式，表达对英雄的敬仰、缅怀，寄托哀思，掀起了
文明祭祀、绿色祭奠的文明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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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阳区包公庙乡中华楼小学的师生到市烈士陵
园缅怀革命先烈。 本报记者 李岩 摄

张明明、黄二矿、陈胜杰、陈威峰、张家赫、谷祥

祥、周文化、李万东等八位同志：因你们已连续旷工超

过 15 日，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已与你们解除劳动关

系。请你们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30日内到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不办，后果自负。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

系，特此通告送达。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4日

通 告

4月 3日，商丘学院传媒学院举行“歌颂祖
国 唱响主旋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快闪校
园活动。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引发了大学生们

的共鸣，近千名大学生跟随歌声聚集在一起。他
们挥舞着五星红旗，歌唱伟大的祖国，嘹亮的歌
声响彻在校园的上空。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千人快闪 歌唱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