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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鹰城一周热点 （4月11日-17日）

平顶山传媒客户端一周热点 （4月11日-17日）

鹰城网事一周热帖 （4月11日-17日）

平顶山微报一周热点 （4月11日-17日）

网友积极倡议文明出行

网友“果红翟”：出游，请把文明带
上！如同生活一般，出行也是讲究规矩
的，最为基础的就是“文明”二字。“文明”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细微之处
的不注意都有可能引起“随大溜”的不良
行为。人们在从事某种行为的时候，绝
大多数都会因为“不自觉”导致不良后
果。一个草坪之上原本是干干净净的，
一旦出现第一个空水瓶，很快就会接二
连三地出现各种丢弃物品，如此“从众行
为”极大影响出游期间的自然环境，也为
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的不愉快。出行在
外，讲究的是心情上的快乐和视觉上的
享受。文明旅游才能愉悦出游，心情会
更加舒畅。行走在风景路上，与文明同
行，争做文明人，我们责无旁贷！

文明出行需要相关法规保障

网友“鹰之天空”：旅游中的不文明
行为，其实大多数都来自于游客生活中
的不良习惯，比如“中国式”过马路、将垃
圾随手扔出车窗等。倡议游客文明出
行，应该坚持不懈、加大宣传力度。一方

面是积极引导，使游客自觉自愿树立起
文明出行意识，积极摒弃出游陋习和不
良行为；另一方面加大对不文明出游行
为的惩戒。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拥有
更为健康的旅游氛围，快乐出游。

网友“鹰城山里人”：倡议游客文明
出行，点赞支持！但是，仅仅依靠倡议和
游客的自觉自愿是不够的，还需要旅游
法律法规等硬性制度警示不文明游客，
约束不文明游客的行为，创造出高品质
的旅游环境。

文明出行需要游客共同参与

网友“不是我是谁”：节假日出游，是
件快乐的事情，不仅能够放松心情，更能

够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体会不一样的
风景。如果因为不文明行为发生不愉
快的事情，肯定会让出游的收获大打折
扣。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肯定会影响自
身的形象，甚至产生不良后果，同时也
会给景区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游客应该提升内在素质，保护景区环
境、尊重各地风俗和历史文化、尊重同
行游客。

网友“暖手宝”：踏青既是放松身心、
观赏自然美景的好时候，也是身体力行、
传递文明素养的好机会。踏青作为消
遣、休闲出游，可以放松心情，但绝不可
放纵行为，更不能为所欲为，需要我们把
文明出游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严
于律己守住文明美德。

网友“阳春三月”：“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游客虽是
来观景的，却也是构成风景的要素。游
客良好的言行举止，会让景点像幅画卷
一样更美丽。文明出游需要加强引导，
让游客养成尊重他人、爱护环境的习惯，
从内心唤起游客文明出游意识。

网友“豆豆龙”：文明出游不是一件
小事。相信经常出游的朋友，都曾遇到
过或令人不适或令人尴尬的情况。文明
出游是在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其实，做
到文明出游并不困难。游客只需做到不
大声说话、不乱扔垃圾、不乱写乱画、不
损坏文物……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应时
时注意的小事。

（刘晓明）

赏花踏青正当时 文明出行你我他 4月 15日 市十届人大四次会
议闭幕 周斌当选市人民政府市长

4月17日 新型传销来了！平顶
山人一定要冷静！不然会倾家荡产！

4 月 11 日 叶 县 确 诊 一 例
H7N9流感病例

4月 16日 据说全平顶山最美
的牡丹全在这儿了！（肖静 整理）

4月11日
1.直播｜平顶山市十届人大四

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幕
2.【政府工作报告解读】2016，平

顶山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大家
快来点个赞！

3.【政府工作报告解读】2017，撸
起袖子加油干！怎么干，往这儿看！

4.0-18 岁患危重病且无钱医治
的孩子可以向这里求助！

5.凌晨 4 点到 7 点游走于市区各
大医院，他是个专偷患者财物的贼

6.河滨公园牡丹园已开放（图/视频）
7.平煤神马集团重组金龙！千

亿级平煤签约百亿级民企
8.一颗鸡蛋工程让竹园沟小学

169名学生吃上爱心鸡蛋
4月12日
1.平煤医保卡只能在指定药店

买药引吐槽，现在好消息来了……
2.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结束 3

名特殊考生享受单人考场（图/视频）
3.青葱林间，鹭鸟盘旋，这美景

就在郏县堂街镇祁家村（视频）
4.鲁山这个农民有能耐！种下

的葫芦能长出西瓜！
5.石龙区紧急约谈华锐双梓双语学

校负责人，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大检查
6.河南自贸区管理办法发布 郑

州开封洛阳三片区受双重领导
7.平顶山男子两百多万买套房

竟缩水百平方米
8.达康书记能上吗？《人民的名

义》背后有份干部晋升指南
9.车还没熄火，鲁山这哥们趴方

向盘上睡着了！结果被刑拘
10.平顶山一居民家冰箱突然爆

燃！熏黑了房顶、毁了嫁妆
4月13日
1.2017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解读
2.市县三地联合查处超限超载，

首战查处超限超载车辆34台
3.69 岁的他早上开车撞人后逃

逸伤者死亡，中午被抓悔恨流泪
4.看樱花何必到“武大”？咱市

这所高校也有，还能许愿呢！
5.本月起个人办健康证免费 市

疾控中心门诊出现扎堆现象
6.OMG！湛河上来了条神奇大

船，弄啥嘞？（图/视频）
7.全市高招体检已开始，市区考

生近视、超重者偏多（图/视频）
8.带病坚持工作，脏活儿累活儿

抢着干，47岁的他突发心梗殉职
4月14日
1.直播｜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

今天上午闭幕

2.联合执法！市二院南门外马
路停车场被强制取缔（图/视频）

3.【曝光台】违法未处理较多重
点运输企业今天公布

4.未来几年河南将交通大爆发！
又有4条高铁将纳入河南建设规划！

5.河南:支持郑大河大争创双一
流 实现高等教育局部突破

6.独自种草莓拉扯两个孩子，可
草莓却滞销了！帮帮她吧

4月15日
1.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周斌

当选市人民政府市长(图/视频)
2.直播｜市十届人大四次会议

今天上午闭幕
3.1 亿多退休人员养老金上涨

5.5% 这些人可多涨点
4.平顶山博物馆首届牡丹节小

记者“击鼓传花”（图/视频）
5.太惨了！市区中兴路8岁女孩

不幸殒命，警方正在调查中(视频)
4月16日
1.市人才市场发布一季度人才

供求情况，哪行哪业急需人才？
2.平顶山晚报《我在后厨等着

你》栏目教市民学做剁椒鱼头
3.各路选手鹰城争夺钓王桂冠，

来现场看看吧（图/视频）
4.【事故通报】市区中兴路南段

女童被轧身亡事故通报
5.电视直播晒业绩比成绩，宝丰

县工作大比拼擂台赛首季开赛
6.全国铁路今日调整列车运行

图 增开多趟旅游专列
7.朝鲜今日试射导弹失败 美国

三个航母战斗群或会师半岛海域
8.2017 舞钢市第二届环湖国际

马拉松今天鸣枪（图/视频）
4月17日
1.我市新增一例 H7N9 流感病

例！如何预防？疾控专家告诉你
2.【曝光台】市公安交管支队公

布违法未处理较多重点运输企业
3.市区各类窨井要安装防坠落

保护装置 分批更换陈旧井盖
4.背上的温暖！同学组成“爱心

帮扶小组”背他上下楼
5.我市将举办“世界读书日”专场活动
6.仁心大爱 守护健康——记叶

县廉村镇甘刘村村医刘超云
7.我市43名自考生违纪被抓现行！

发现夹带当次考试各科成绩全部作废
8.我市要求：市区非法砖厂全部

取缔，禁燃区内合法砖厂一律外迁
9.湛河区陈家大院一期修复加

紧进行，6月底开放（图/视频）
（程光荣 整理）

4月15日 惨！市区中兴路今天上
午发生车祸，8岁女孩不幸殒命……

4月 17日 我市新华区新增一例
H7N9 流感病例！防范禽流感，这些
得注意！

4月 11日 平煤神马集团员工注

意！集团医保卡年内有望全市通用！
4 月 12 日 国务院批准！舞钢、

鲁山等河南 16区县将被大力扶持发
展全域旅游！

4月 13日 咱平顶山这所高校的
樱花也不赖！ （谢珂佳 整理）

4 月 13 日 【大鹰网评】孩子，不
是成人手里的橡皮泥

4月 13日 【大鹰网评】见善如不
及 见不善如探汤

4月13日【大鹰网评】啃老族的危害

4月 14日 【大鹰网评】朋友圈转
发广告要当心

4 月 15 日 【大鹰网评】从“人民
的名义”到“反腐从小学生抓起”

（刘晓明）

4月18日，新华区文化旅游局工作人员在大香山景区设置文明旅游导览牌。
为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尚，新华区文化旅游局在五一小长假即将到来之际，提前在大香山景区核心区域设置了10块印有

文明提示语的导览宣传牌，提醒游客珍惜美景、文明游览。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设置文明提示 弘扬旅游新风

春暖花开，正是
旅游的时节，同家人
友人一起赏花踏青是
件惬意的事情。但是
随着出行旅游人数大
量增加，一些不文明
旅游现象在很多公共
休闲场所和景区暴露
出来。五一小长假将
至，网友纷纷关注文
明出游。

春 花 灿 烂

网友“暖阳”摄

网友“佛”摄

网友“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