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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昨
日，本报新媒体中心公布了上
周最受关注的微新闻。

本报新浪官方微博最受关
注的微新闻为《王小平对沁阳
市、武陟县医养中心建设方面探
索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高校
毕业生注意了！焦作“三支一
扶”招募对象范围扩大，还有这
些事必须知道……》《事发南通
路！上班高峰期巨石堵路，一抹
橙色亮了……》《徐衣显主持召
开专题会议，对呼南高铁豫西
通道项目的这些内容进行研究
讨论》《感动！焦作 12000 人参
加“快闪”，用最美的歌表白
最 爱 的 国 完 整 版 视 频 出

炉！》。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最受关

注 的 微 新 闻 为 《重 磅 消 息 ！
〈焦作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
建设条例〉即将施行，这些家
长 最 关 心 的 事 将 ……》《突
发！焦作闹市区公交车自燃！
逆行英雄 8 分钟将火扑灭，现
场视频流出……》《陶渊明笔下
的“世外桃源”！这些焦作人竟
在这个“人间仙境”建立了焦
作部落！》《燃爆焦作！提前剧
透！12000人即将会聚太极体育
中心太极广场干这件大事！》

《这个做法很有意义！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平
点赞焦作“市民观察团”》。

上周本报最受关注的微新闻公布

微榜单 微关注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5 月 11
日上午，全国太极拳健康工程系
列活动——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
启动仪式在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
广场举行，1.2万名太极拳爱好者
一起演练太极拳“八法五步”套
路，并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向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焦作日报
微信公众号通过新华社现场云平
台，对启动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
引起了我市广大网友以及全国太
极拳爱好者的高度关注。“用最美
的歌表白最爱的国，熟悉的旋律
回荡在市太极体育中心上空，渗
进每一个参与‘快闪’活动的歌者
心中！”网友@萍水相逢说。

活动现场，1.2万名太极拳爱
好者根据组织方要求，分别站在
太极广场特定的位置，伴随着舒
缓悠扬的《太极韵》曲子，参演人

员开始集体演练太极拳“八法五
步”套路，动作整齐划一，刚柔相
济，行云流水。集体演练结束后，
在高昂的音乐伴奏声中，王朔和
柴云龙领唱《我和我的祖国》，太
极广场的 1 万多人挥舞手中的国
旗，齐声合唱，用高亢激昂的歌声
唱出对祖国的爱，集体向祖国献上
最深情的祝福。当天，焦作日报微
信公众号以《今晨太阳刚刚升起！
焦作万余人齐聚太极体育中心，
共同干了一件大事！》为题，以图
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对活动盛况
进行了全方位报道，引起强烈关
注。

太极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中华武术的精粹。近年来，
焦作作为中国武术协会命名的太
极圣地、中国武术太极拳发源

地，全面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部署，围绕建设世界太极城目
标，加快推进陈家沟太极产业新
城、中国太极镇、河南太极拳学
院等一批重大项目，精心打造了

“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
赛”这一国家级节会品牌，成功
争取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
专项委员会落户焦作，正在与阿
里巴巴共同打造功守道赛事，与
张艺谋团队合作实施《印象·太
极》大型实景演艺项目，加快培
育休闲养生、疗养度假、体育健
身等太极康养新业态，正在成为
国内外太极拳的文化传承圣地、
人才培养高地、健康养生福地。

此次活动在各大媒体的共同
关注下，迅速爆红全国，再次让
焦作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央视

《新闻直播间》 栏目以 《全国太

极拳比赛在焦作开赛》为题，对
此次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人民
号、央视新闻移动网以 《骄傲！
自豪！焦作超强“快闪”〈我和
我的祖国〉 完整版出炉！》 为
题，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以

《河南焦作：万人“快闪”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 太极风涌动山
阳城》为题，今日头条以《燃情
快闪，唱响焦作！今天的太极体

育中心上演大场面！》 为题，新
浪微博以 《感动！焦作 12000 人
参加“快闪”，用最美的歌表白
最爱的国 完整版视频出炉！》
为题，腾讯微视以《万人齐练太
极拳，助力焦作“一赛一节”！》
为题，梨视频以《焦作，我和我
的祖国》为题，分别对此次活动
进行了详细报道，让焦作万人

“快闪”迅速爆红全国。

焦作万人“快闪”爆红全国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4 月 22
日，焦作四城联创公众号正式上
线，当天就赢得了上千名粉丝。

今年，市委、市政府着眼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了以

“一赛一节”为工作主线，纵深
推进“四城联创”，倒逼全市各
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的重大决
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

“一赛一节”“四城联创”是推进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建设的迫
切需要，是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城
市品牌的重要途径，是厚植发展
后劲、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招，
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有效举措。

为了更好宣传“四城联创”
工作，更真切地倾听百姓心声，
焦作四城联创公众号应运而生，

栏目有 《创建动态》《红黑榜》
《创建曝光》 等，每日头条及时
发布市里对“四城联创”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让党和政府的
声音及时传播出去。

焦作四城联创公众号上线以
来，多篇报道引起关注。4 月 24
日，该公众号推送的头条《小事
暖人心！焦作人从此告别油腻下
水箅子、垃圾箱》，报道了我市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清洗下水箅
子、垃圾箱的经验。焦作的这种
精细化管理，受到中宣部新闻局
原副局长、现中宣部巡视组组长
刘建生点赞，并评论：“小事不
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下水箅子油腻，说明餐厨垃圾
没管理好。有关领导在2019创卫

工作群中就此事作出指示：把餐余
垃圾问题管住、管好，长期坚持！

百年老街胜利街提升改造引
发无数市民关注，焦作四城联创
公众号及时发布胜利街改造的
信息，吸引眼球。5 月 9 日，该
公众号重磅推出头条 《关注焦
作百年老街！畅聊老街市井烟
火，诉说城市光阴变化，看看
专家怎么说……》，报道了焦作
日报社邀请我市文化学者就如何
提升改造召开座谈会、汇集专家
智慧的事情。有关领导第一时间
转发、点赞。他说：“焦作日报
社这个活动组织得好，文化学者
们讲得也好。”

焦作日报社有关这场座谈会
的报道不仅受到市领导的关注，

也引发网友留言。“焦作缺少支
撑城市旅游的文化市井街，要把
胜利街全力打造成知名的街巷，
类似北京的南锣鼓巷、成都的宽
窄巷子。”网友“王幸福”留
言。该公众号推送的消息得到
广泛赞誉，网友“山阳李生”
留言：“新媒体的优势……报纸
还没印出来，新闻已赢得满堂
彩。”

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市
“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全员
上岗，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自查暗
访。两天来，本报多名记者跟随
市容环境督导组、组织健教督导
组、基础设施督导组、行业卫生
督导组、市区单位督导组、社区
楼院督导组，直击整改现场，曝

光点位问题。5月12日，焦作四
城联创公众号及时推出相关报
道，引起好评。

“焦作四城联创公众号收到
赞誉不少，但还有很多提升空
间。”该公众号相关负责人说，

“您对我市‘四城联创’有什么
要说的，有何建议，欢迎关注焦
作四城联创公众号。”

焦作四城联创公众号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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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鲁迅说过
的话，可以一键查询”后，在网上
引起热议。网友竞相登录北京鲁迅
博物馆官网的资料查询在线检索系
统，仅5月7日上午，该检索系统
点击访问量就达870万人次，致使
系统瘫痪数十次。

其实早在 2007 年，这套鲁迅
作品查询检索系统就已上线，多年
运行冷冷清清。直至最近，该查询
系统经过媒体重新包装，才使流量
暴涨。技术人员开发这套查询系统
的本意是方便学者检索资料，如今
却意外变成了网友跟风打卡的“玩
具”，令人五味杂陈。对于包装换
流量，你怎么看？

【观点1+1】
@zjtlove： 与 其 跟 风 凑 热

闹，不如潜心原著，透视作者的所
思所想，寻找经典与当下的共鸣，
在实践中收获成长，我们或许能从
中得到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江苏日月江南：查询系统
包装后流量上涨，也等于是一种宣
传策划，提升知名度，实现广而告
之的目的。只要有利于查询者使
用，有利于查询系统推广，有利于
实现系统开发研制者的价值，这样
的包装换流量未尝不可。

@一更时分：虽然说质量很
重要，但包装不容忽视。查询系统
上线多年一直冷冷清清，就在于缺
少包装，公众根本就不知晓。媒体
适当宣传，引起公众兴趣，无论是
跟风还是真正的需求，都能够让这
套查询系统发挥作用。

@河北白帆：这 套 查 询 系
统之所以“藏在深闺无人识”，
关键还是宣传力度不够，对受
众缺乏强烈的吸引力。经过媒体

的包装，流量巨增，这正说明宣
传策划的重要性。对这种包装换
流量现象，只要不违法，能起到
好的宣传效果，就应该鼓励和支
持。

@雨中漫步3A：查询系统经
媒体包装后流量暴涨，这正说明宣
传营销的重要。好酒也怕巷子深，
如果墨守陈规，不搞创新，只能是
冷冷清清。

@庐人境：虽然不少网友是
跟风打卡才登录网站，但在查询鲁
迅语录时能有一点点的收获，这也
是一件好事。

@心雨zyh：这套查询系统
经包装后流量大涨在意料之外，也
在情理之中。不断创新，满足人们
文化需求才是硬道理。

【下期话题】

青少年劳动能力退化
小学生不会剥煮熟的鸡蛋、

不会拿扫帚扫地，大学生让家长
定期到校洗衣服、请家政公司来
宿舍搞卫生……在部分学生和家长
眼里，劳动无足轻重。记者走访多
所大中小学了解到，不少学校没有
开设劳动课程，一些学校虽然开设
了劳动课程，但常常纸上谈兵、形
同虚设。受访教师表示，当前

“崇尚分数、崇尚快乐”的青少年
不少缺乏劳动概念，不仅不热爱
劳动，甚至鄙视劳动，更缺乏自
我劳动的习惯和意识。对此，你
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
《焦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
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水涛

【今日话题】

包装换流量

红 榜

基础设施类

■马村区待王街道办事处行
动迅速，对义门村存在的三处卫
生环境脏乱差的公共旱厕及时拆
除取缔，有效改善了当地村民的
生活环境。

责任单位：马村区待王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贺志勇（待王街道
办事处主任）

■解放区西王褚垃圾中转站
内部装饰浑然一体，设施齐全
（安装有除臭设备、灭蝇灯、抽
污水泵等），制度上墙，管理规
范，内外环境干净卫生，无异
味。

责任单位：解放区环卫处
责任人：赵大军（解放区环

卫处科级干部）
■山阳区住建局抓“四创”

工作行动快、效果好。建业·世
和府项目建筑围挡添加公益性宣
传内容，增设公益宣传牌，营造
了浓厚的创卫宣传氛围。

责任单位：山阳区住建局
责任人：魏广军（山阳区住

建局局长）
■市园林局大力改造提升

道路绿化，对丰收路(山阳路
—南水北调桥)分车带绿化存
在档次低、效果差、缺株断带
等问题进行全面改造，栽植樱
花 树 3000 余 棵 、 月 季 2000 余
棵。

责任单位：焦作市绿化队
责任人：赵勇（焦作市绿化

队队长）
■中站区跃进路（金鸥市场

东北角）环卫公厕卫生整洁，灭
蚊设置齐全，无异味，管理到
位。

责任单位：中站区环卫处
责任人：仝复宝（中站区环

卫处主任）

黑 榜

基础设施类

■普济公园对面存在垃圾
池，铁门破败未落锁，垃圾随意
堆放，池顶堆放扫帚等杂物，西
侧废弃沙发随意摆放，东侧隐藏
1 平方米的旱厕，厕内满地污
物。

责任单位：解放区上白作街
道办事处

责任人：王建军（上白作街
道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焦东街道松鹤园社
区的征云·悦城南苑工地未设食
堂、宿舍，其内厕所简陋，未设
洗手池，地面有积水，无毒饵洞
周边有建筑材料堆积，外设围挡
缺少创文创卫宣传标语。

责任单位：山阳区焦东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黄社奇（焦东街道
党工委书记）

■普济路与映湖路交叉口向
南200米处的普济河与黑河交汇
处，整改效果不明显，水量变大
但污泥、垃圾依然存在且露出水
面，散发恶臭。

责任单位：解放区王褚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王迎彩（王褚街道
党工委书记）

■解放区七百间街道焦辉路
与富康路交叉口，长约十米的绿
化带没有植被，黄土裸露。在北
环路与军民街交叉口西侧，绿化
带内有不少生活垃圾。健康北路
两侧无果皮箱，人行道有杂草生
长。

责任单位：解放区七百间街
道办事处

责任人：韩晓华（七百间街
道党工委书记）

■源丰路与文昌路交叉口西
侧，路面坑洼，人行道破损，亟
待修整。

责任单位：马村区住建局
责任人：薛建华（马村区住

建局局长）
■中站区许衡公园内，部分

健身器材损坏，绳子磨损，存在
安全隐患。

责任单位：中站区住建局
责任人：林利（中站区住建

局局长）
■山阳区焦作坚固水泥有限

公司内存在旱厕，外墙墙体脱
落，存在小广告，厕所内部设施
老旧、脏乱。

责任单位：山阳区艺新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秦金玲（艺新街道
党工委书记）

组织健教组
■示范区文苑街道碧莲小区

（芦堡安置小区） 及在建工地南
围墙外，露天大量堆积建筑、生
活垃圾，形成四害孳生地。

责任单位：示范区文苑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邱承福（文苑街道
党工委书记）

■中站区王封街道丁字街排
房和雪莲路豆腐坊楼院，无健康
教育宣传栏、毒饵洞、密闭垃圾
桶，地面有垃圾，杂物乱堆乱
放，存在蚊、蝇孳生地。

责任单位：中站区王封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邓小庆（王封街道
党工委书记）

■解放区大杨树益民辣子鸡
馆及相邻的烩面馆等餐饮门店，
餐厨垃圾桶脏污，周围苍蝇乱
飞，环境卫生差。

责任单位：新华街道办事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

负责人：陈英涛（新华街道
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
长）

市容环境类
■山阳区北环路涧兴实业公

司门口西侧露天堆放垃圾。
责任单位：山阳区太行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王永刚（太行街道

党工委书记）
■中站区瑞丰路北段占道经

营，流动经营，垃圾桶体脏污，
地面垃圾杂物清扫不及时。

责任单位；中站区王封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邓小庆（王封街道
党工委书记）

■解放区焦武路铁路桥北侧
垃圾杂物堆积，环境卫生差。

责任单位：解放区焦西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胡国柱（焦西街道
党工委书记）

行业卫生类
■N多寿司（解放区百货大

楼商业步行街西侧）三防设施使
用不规范，食品未离墙离地存
放。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郭文丽（民生街道
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负责
人）

■小娜馒头店（山阳区金山
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不全；店
内卫生差，病媒生物防治设施形
同虚设；排风扇未安装防护网；
库房卫生脏乱，堆放杂物较多，
面粉未离墙离地存放；门前五包
不达标。

责任单位：山阳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翟惠熙（太行街道
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负责
人）

■蛋蛋山西刀削面 （山阳
区金山路）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未公示；灭蝇灯悬挂不规范；
店内无禁烟标识，前厅摆放有
烟灰缸；操作间内垃圾桶未加
盖；消毒柜容量小，与实际需
求不适配。

责任单位：山阳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翟惠熙（太行街道
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负责
人）

市区单位类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解放路

18 号焦作市美奇商贸有限公司
门前五包责任落实不到位，院内
杂物乱堆乱放，有旱厕。

牵头单位：解放区上白作街
道办事处

责任单位：焦作市美奇商贸
有限公司

责任人：何涛（焦作市美奇

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示范区文苑街道丰收路东

段焦作市鑫丰线缆有限公司门前
五包落实不到位，卫生差，车辆
停放无序；环境卫生不整洁，乱
堆乱放；厕所卫生差，无窗纱、
门帘；食堂卫生不达标，未提供
证件。

牵头单位：示范区文苑街道
办事处

责任单位：焦作市鑫丰线缆
有限公司

责任人：李铁良（焦作市鑫
丰线缆有限公司负责人）

■马村区北山街道827号焦
作鑫恒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创卫氛
围不浓，无创卫标语；环境卫生
不整洁，有卫生死角，乱堆乱
放；未设置密闭垃圾桶；厕所卫
生差，异味大，无门帘、窗纱；
食堂四害防治设施不到位。

牵头单位：马村区科工局
责任单位：焦作鑫恒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
责任人：武丽莺（焦作鑫恒

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

社区楼院类
■中站区李封街道向阳社

区统建楼垃圾桶数量不足，未
密闭，健康教育版面无时间，
毒饵洞设置不足，杂物乱堆乱
放，电线私拉乱扯，车棚顶私
搭乱建。

责任单位：中站区李封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常向阳（李封街道
党工委书记）

■解放区新华街道鸿源社区
特种电缆厂住宅楼：院内、楼道
内杂物乱堆乱放，无垃圾收集容
器，健康教育宣传版面不达标。

责任单位：解放区新华街道
办事处

责任人：宋军霞（新华街道
党工委书记）

■山阳区百间房街道富康
社区西街 6 号楼垃圾容器不密
闭、不整洁、有损坏；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未见
毒饵洞。

责任单位：山阳区百间房街
道办事处

责任人：郑仁军（百间房街
道党工委书记）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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