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1年4月16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刘冰洋 文明河北

日前，石家庄市上新“自带头盔”的共享电单车，引领文明骑行，受到
市民欢迎，但频频丢失的头盔引发关注——

“共享头盔”，如何文明共享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2020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刘博洋

“志愿服务不难，也从不遥远”
河北日报记者 桑珊 董琳烨

民政部公布全国15个婚俗改革实验区

河间成为我省唯一入选县（市）

河北希望工程科技萌娃公益项目启动

在 100 所乡村小学
捐建科技萌娃实验室

“我家张家口呀，主办冬奥会。一
天一个样呀，翻天又覆地……”为宣传
冬奥，刘博洋几年前自己编排了《家乡
巨变》说唱节目，如今照样脱口而出。

冬奥离自己有多远？在张家口市
第九中学七年级学生刘博洋看来，只
有勇敢迈出一步的距离。

让自己成为冬奥宣讲小达人

2017 年，距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季奥运会成功刚刚过去两
年，当时“冬奥”对于这座北方小城里
的人们，还未引起强烈的波动和反应，
但对当年还在赤城县第一小学上三年
级的刘博洋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情。

刘博洋的小学班主任王胜男在一
次日常班会活动中提起过关于冬奥的
消息，虽然只是寥寥几句，但却悄悄在刘
博洋的心里种下一颗助力冬奥的种子。

“我一定要为冬奥会做点什么！”刘
博洋说，当时就觉得冬奥会的筹办一定
会给家乡带来新变化，可那会儿太小了，
当不了运动员，也不能成为志愿者，就是
想着一定要为助力冬奥做点什么。

“为冬奥助力没有想象那么难，可
以先把你知道的、了解的讲给大家听，
这也是一种方式……”老师的一番话

深深启发了他。
在不久后的一次主题班会上，刘

博洋开始了行动：果断选择冬奥主题，
收集冬奥会相关材料，并根据材料做
成手抄报，第一次正式向班里的同学
宣讲了冬奥的相关知识，获得老师和
同学的赞许。

王胜男表示，“刘博洋对冬奥的热
情以及所了解的知识远超许多成年
人，同学们也从他那里感受到了冰雪
运动的魅力。”如今回忆起来，刘博洋
很感激自己的班主任和同学。“志愿服
务不难，也从不遥远。老师的话和同
学们的认可一直鼓励着我将这件事情
继续做下去。”

自此之后，几乎每次班会刘博洋
都会选择冬奥作为宣讲主题，并在四
年级的时候主动向妈妈学习课件的制
作，实现了从手抄报向投影大屏的转
变。同时，在每周学校安排的“国旗下
讲话”活动中，刘博洋主动承担了本班
级宣讲部分，主题依然没有离开过冬
奥，宣讲的对象也从几十人扩大到几
百人的规模，成为学校名副其实的冬
奥宣讲小达人。

红领巾志愿者宣讲“成团”了

慢慢地，同学们渐渐被刘博洋身

上的这股热情感染。身为班长的他跟
其他班干部一起讨论班级事务时，提
出成立宣讲团的想法。

“看着大家都戴着红领巾，不然就
叫红领巾志愿者宣讲团吧。”这个名字
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红领巾志愿者
宣讲团”成为全校第一个自发成立的
宣讲团。

一时间，全校50多名学生积极加入
宣讲团。冬奥宣讲这件事，从一个人变
成一个团队。“人变多了，能做的事情自
然也就变多了。”刘博洋说，宣讲的范围
从校内扩展到校外，“要让更多人了解
冬奥，了解我的家乡。”

要拿什么来给陌生人宣讲呢？为
了保证冬奥宣讲的质量，做到定时更
新宣讲内容，作为宣讲团团长，刘博洋
一有时间就搜集冬奥会资料，看课外
书、上网、看电视，还时常跑到十几公
里外的崇礼冰雪博物馆参观学习。

“这个戴眼镜、瘦瘦的少年经常来
参观学习，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拿着
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刘博洋给博
物馆工作人员刘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围绕冬奥主题，红领巾志愿者宣
讲团还积极组织开展了“小交警”“我
是环保小卫士”等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每到周末一做完作业，一群孩子
就聚在一起制作宣讲冬奥的手抄报：

画图、勾边、涂色、搜集内容、誊抄，一
张手抄报的完成最少需要半小时，在
孩子们的用心创作下，这些原创的手
抄报深受大家喜爱，常常“供不应求”。

“针对这个问题，便有了后面的印
发传单，他们提前准备好文字、设计好
图片再找打印店打印。”父母的支持是
宣讲团走下去的坚强后盾，刘博洋的
妈妈部秀丽大致算了算，前前后后累
计印发得有 2 万余份。“孩子动机非常
单纯，没想过结果。家门口举办奥运
会，他特别开心，就想一定要做些什
么。”部秀丽说。

一群孩子把冬奥宣讲这件事，越
做越活，越做越有劲头，他们创编冬奥
题材节目，学校里演完社区里演，宣传
活动的内容也从冬奥知识宣讲扩展到
相关的志愿服务。几年来，刘博洋带
领红领巾志愿者宣讲团的小伙伴们走
遍了赤城县的大街小巷。去年，他获
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如今，刚升入中学的刘博洋学习
开始紧张起来。“我要抓紧时间学习，
只有储备了大量的知识，才能更好地
为冬奥会服务。”刘博洋说，一有机会
就会继续宣传冬奥知识，做更多志愿
服务活动，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到
张家口体验冰雪运动、了解冬奥会，共
同为冬奥助力加油。

新车型、上牌照、配头盔……日前，
省会石家庄的街头出现了一批色彩鲜
艳、“自带头盔”的共享电单车，配置齐
全的电单车受到市民欢迎。但同时，部
分共享电单车配置的头盔却频频丢失。

骑电动车戴头盔，不仅是一种文明
出行行为，也是对骑行者的安全保护。
连日来，由“丢失的头盔”引发的对市民
文明素养和共享电单车安全出行的话
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共享头盔”刚亮相就“失踪”

“共享电单车的车筐里还放了头
盔，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感觉
挺新奇的。”4月2日，石家庄市中山路与
建华大街交叉口附近，市民赵先生发
现，路边上新了很多“自带头盔”的共享
电单车，而且这些电单车也都上了合规
的牌照。

“我每天上下班基本上都是骑共享
电单车，天天穿梭在车流中，心里挺慌
的。现在，车上配了头盔，瞬间安心不
少。”赵先生说。

对于共享电单车配备头盔的行为，
很多网友表示支持。

“骑电动车戴头盔对于安全出行还
是很有必要的。”

“配了头盔后的共享电单车好可爱
呀，瞬间安全感爆棚。”

“这些头盔设计巧妙，安全又美观，
为企业点赞。”

……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一直备受

关注。日前，石家庄市开展共享电单车
综合整治活动，其中部分共享电单车配
备了头盔，同时市民还可以自带头盔，
在使用共享电单车时佩戴。

“为共享电单车配备符合安全规定
的头盔，是为了响应和落实公安部‘一盔
一带’要求，也是为了广大市民的安全出
行。”一家共享电单车运营企业的工作人
员表示，用户在使用App扫码骑行时，还
会收到佩戴好头盔的实时提醒。

然而，“共享头盔”收获好评的同
时，却遭遇频频丢失的尴尬。

“一个星期下来，有头盔的共享电单
车没有几辆了。”4月8日，石家庄市民霍
先生气愤地说，“不少共享电单车的头盔
都被人偷走，前天我在路上还看到有人
手里拿着从共享电单车‘顺’走的头盔。”

同样气愤的还有某共享电单车运
营企业的运维人员亢师傅。

“尽管电单车设置了头盔防盗锁，
但还是出现了被盗现象。”正在街边整
理共享电单车的亢师傅说，“有些人直
接剪断共享电单车和头盔之间的连接
绳拿走头盔，这两天头盔丢失率达到
15%左右。”

美团电单车石家庄区域有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正在安排运维人员为丢失的
车辆重新配备安全头盔，另外，企业相关
部门正研究改良保险措施。”

要提升素养也要加强管理

记者了解到，不仅仅石家庄，此前
国内不少城市也出现了共享电单车丢
失头盔的现象。

去年 11 月，在江苏省扬州市，为方
便市民出行，不少共享电单车配备了头
盔。但短短几天时间，该市就丢失了近
1000个头盔。

“配备头盔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
想，偷盗头盔这种自私的行为令人不
齿”“市民们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文明素
养，方便别人才能方便自己”“希望大家
在使用的时候都能注意一下素质，互相
监督”……对于偷盗共享电单车安全头
盔的行为，许多网友表示愤慨。

头盔虽小，但私自拿走、损毁等，不
仅仅不文明，还可能触犯法律。石家庄市
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龙表示，“在涉
及金额不大的情况下，将面临治安处罚；
如果涉及金额较大，就会涉嫌刑事犯罪，
属故意损害他人财物或盗窃。”

盗用共享单车头盔看似事小，实则
是违法行为。今年3月，湖南长沙3人因
贪图小利，不愿自己出钱购买安全头
盔，便盗窃共享电动自行车头盔供自己
日常骑电动车时佩戴。接群众报警，长
沙民警立即行动，经过连续数天蹲守排
查将 3 名违法行为人抓获，并分别处以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如何守住共享电单车的安全头盔，
让市民出行更安全便捷？

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文化教研室主
任贾玉娥认为，不文明行为的出现，固
然有个人道德素质和文明素养的问题，
但也与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管缺位有
关。“‘共享生活’这一新业态的发展对
使用者的素质提出了考验，同样也对企
业管理和政府监管提出了挑战。”

贾玉娥建议，政府相关机构应与企
业联合，制定系列的规则，完善惩戒体
制。“针对个别用户对共享公共设施不
同程度的破坏情况作出不同的赔偿及
惩罚措施，运用法规的约束力使‘共享
生活’得以‘文明’共享。”

守住头盔更要戴好头盔

日前，石家庄市栾城区发生了一起
两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驾驶人董
某头部受伤、鲜血直流，而驾驶人张某
只是轻微擦伤。

原来，张某佩戴了安全头盔，而董
某未佩戴头盔，这才导致双方的受伤程
度不同。

“日常处理的交通安全事故中，出
现伤亡最多的就是电动车驾驶人，事故
主要发生在电动车与机动车交会的十
字路口。大部分电动车驾驶人还没有养
成佩戴安全头盔的良好习惯。”石家庄
市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戴好头盔，安全才能相随。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有关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显
示，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死亡事故
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占80%以上。
而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
至70%。

戴好头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还
是有不少人对佩戴安全头盔提出了不
习惯的地方。

4 月 14 日，记者在石家庄市建华大
街万达广场附近逗留 10 分钟，发现 10
余名骑乘配备安全头盔的共享电单车
用户均未佩戴头盔。

“注意安全是好事，但一是有的共
享电单车头盔看着很不卫生；再者现在
天气越来越热，戴着口罩、又戴头盔，闷
得很。”市民张先生表示。

对于头盔卫生安全问题，石家庄市
各共享电单车运营企业纷纷表示，公司
运维人员将定时对车辆车把手、车篮、
座椅、车锁、安全头盔等骑行人易接触
的部位进行消毒，确保车辆干净整洁。

“城市的文明进步，关乎每个人的安
全感和幸福感，也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贾玉娥呼吁，“希望每个人都能树牢公德
意识，加入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中。”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东）
记者从省妇联获悉，近年来，省
妇联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通过打造品牌、
培树典型、创建基地等，深化巾
帼家政工作，持续促进家政服
务提质扩容。截至目前，全省已
培树各级各类“河北福嫂”等燕
赵家政先进典型1万余名，涌现
出“狮城福嫂”“港城福嫂”等一
批“妇”字号“福嫂”品牌。

据悉，为带动农村富余女
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失业妇女
就业，省妇联开展“巾帼家政进
乡村”、“燕赵家政·河北福嫂”
大宣讲、巾帼家政“双百”等活
动，引导妇女转变就业观念，通
过从事家政服务就业增收。为
提升家政人员技能水平和职业
素质，举办“妇联约你学家政”

“巾帼家政进高校”等素质技
能提升培训班，探索“福嫂带

书进家”“家庭成长档案”等特
色增值服务。疫情期间，省妇联
还建立“河北福嫂”微信交流
群，在“河北福嫂”手机微信小
程序中上传家政宣传、技能教
学等视频，开设丰富多彩的网
上培训课程，为巾帼家政人在
线学技能提供平台。2020 年以
来，全省各级妇联组织采取多
种形式举办巾帼家政宣传活
动1269场。

此外，我省紧紧抓住京津
冀协同发展机遇，与京津两地
的家政企业加强合作，成立了
京津冀家政服务协同发展联
盟，引进一线城市的家政服务
理念，实现家政市场信息共享。
同时，把家政扶贫作为深化三
地妇联合作的重要内容，不断
健全“岗前培训、有序输转、顺
利就业、全程服务”的巾帼家政
服务模式。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松
峰、刘派 记者董琳烨）为充分
发挥军队老干部独特优势和作
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近
日，省军区以纪念建党100周年
活动为契机，组织全区老红军、
老八路、老解放军代表结合自
身革命经历回忆党的历史，口
述战斗故事，拍摄制作了“红色
冀·忆”系列微视频。

“省军区下属的军队干休
所比较多，管理保障近千名军
队离退休干部。”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主任王厚恩介绍，他们为
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军队和
人民的宝贵财富，是各级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据悉，由于老干部平均年
龄已达 92 岁高龄，省军区各级
正在组织抢救挖掘老干部红色
资源，对160余名身体条件允许
的老干部进行拍摄，形成独具

河北特色的红色教育成果，也
为老干部留下宝贵影像。目前，
省军区已先期拍摄了 31 名老
干部。

省军区保定第八离职干
部休养所唯一一名健在老红
军顾昌华，今年已是 103 岁高
龄，面对镜头虽然口齿不是很
清楚，但回忆起当年为毛主席
站岗放哨的情景显得十分激
动。“希望年轻人身体健康，刻
苦努力，永远好好学习，好好
工作。”顾老在采访最后给年
轻人送上祝福。

根据统一安排，“红色冀·
忆”系列微视频在河北日报、河
北广播电视台、长城新媒体、河
北新闻网等省直各大媒体刊播
转载，激励全省人民更加关注
党史、敬仰英雄、争当英雄，让
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代代相
传，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田秀
娟 记者薛惠娟）日前，民政部
公布了全国15个婚俗改革实验
区，河间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县

（市），实验时间为期三年。根据
相关要求，河间将围绕婚俗改
革试点主题，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
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遏制婚
俗不正之风，不断提升全社会
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风貌，为
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

近年来，河间市委、市政府
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创新探索移风易俗做法，通过
完善机制、示范引领、宣传带
动、社会总动员等行动，推动移
风易俗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广大青年婚恋观得
到提升，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渐
成风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
拥护，“零彩礼”、“低彩礼”、婚

丧嫁娶简办典型频出。河间市
先后举办两届“零彩礼”集体婚
礼，以及移风易俗“最美家庭”
发布会。河间北京商会设立“亲
情联谊小组”，专注解决河间籍
在京创业未婚大龄青年婚恋问
题。该市环城区九乡镇还专门
成立“红白理事会联合会”，制
定《九乡镇红事参考标准》《九
乡镇大龄未婚青年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工作机制》，在实践中探
索出了移风易俗工作的新路子
和有效解决大龄青年婚恋难的
好办法。2019 年，河间市 4238
对新人中，189 对新人实现“零
彩礼”，另有2783对新人实现低
彩礼，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
均减少 10 万元，全年全市相关
家庭共节约费用约 3.5 亿元。
2020 年全市结婚共计 3860 对，
其中“零彩礼”新人149对，其余
全部实现低彩礼。

河北日报讯（记者薛惠娟）
4 月 13 日，河北希望工程科技
萌娃公益项目在石家庄启动，
由“茅台王子·明亮少年”公益
基金出资300万元，将通过在河
北省捐建科技萌娃实验室等形
式，鼓励、培养未来的科技创新
建设者和接班人。

河北省是希望工程发源
地。从 1989 到 2020 年，全省希
望工程共资助35万多名贫困家
庭青少年圆了上学梦，为贫困
地区援建希望小学925所，在助
力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发展、服
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会风尚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众
多参与河北省希望工程事业的
爱心企业中，茅台集团是坚定
支持者和爱心典范。自 2012 年
至今，茅台集团累计向河北青

基会捐款 2050 万元，资助 4100
名燕赵寒门学子完成学业，为
河北省希望工程事业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

从今年起，科技萌娃公益
项目设立年度“主宾省”制度，
第一棒便交到了河北。据了解，
我省将在 100 所乡村小学捐建
科技萌娃实验室，为学校配置
科技智能产品；培训 1000 名乡
村小学教师和科技志愿者为孩
子们进行科技知识授课、互动，
广泛开设科技教育课堂，使农
村青少年接受科技启蒙教育，
提高科技素养和动脑动手能
力。该项目还将设立“科技萌娃
奖励基金”，组织河北省科技萌
娃项目竞赛，鼓励、培养未来的
科技创新建设者和接班人，助
力建设科技强国。

我省培树燕赵家政
先进典型1万余名

省军区摄制“红色冀·忆”系列
微视频献礼建党 100 周年▲日前，石家庄市新上“自带头盔”共享电单车。河北日报通讯员 崔 虹摄

▶连日来，不少共享电单车的头盔频频丢失。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