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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雄

一个攻得急，一个守得紧，一番又一番恶斗搅
得尘土飞扬，撩拨得看客目眩神迷，最终一个将另
一个压在身下，再也翻不起身来了。

这是中国传统杂技“二鬼摔跤”表演。说是
二鬼，其实是一个人带个木偶，所有的“推、踢、
绊、翻、旋、摔、扫”的手段，所攻击的其实是自
己，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手存在。有一种说法
是，这种杂技源自咱河南夏邑县。说清光绪年
间，当地闹鬼闹得厉害，于是人们放河灯，招引
众饿鬼归宿正道。河灯结束后，就演这“二鬼摔
跤”的杂技，大约的意思是，如果有些鬼还不走
正道，就用这看似极尽残酷的打斗，把那些鬼吓

跑。这更是臆想个对手，来施展其苦心孤诣的手
段了。

作为娱乐节目，“二鬼摔跤”的确好看，笔者少
年时看过一次，到现在还不能忘怀，那种精心设计
的搏斗惊心动魄，又精致得如同环环相扣的棋
局。然而，当这种技艺走进现实生活，给人的就不
是精致的美感，而是令人厌恶的龌龊。

例如，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新闻”，说“教育
专家王建立一直以敢说真话闻名，近日他指出，超
市的手推车从后面一个个插入的摆放方式，让他
看到就脸红”，指出超市手推车“危害无穷，必须取
缔！”

这样看去极似精神病人思维的话，竟然有好
多人相信，于是很多人转发，更有很多人批评，一
时间，这些人的浩然“正气”沛乎苍冥，污言秽语横
扫千军如卷席。

可是，笔者在百度上搜索“教育专家王建立”，
除了这一条消息，这个“一直以敢说真话闻名”的
教育专家，在网上却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说白了，
根本就没有“教育专家王建立”这个人。

这也就是说，那些批评者所批评的都是他们
自个臆想出的“无知”或“罪行”，与教育专家根本没
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们是把教育专家这个群体
当作木偶，却是自己与自己开战，玩的不过是“二鬼
摔跤”的把戏，其谩骂所指向的只是他们的无知、
他们的罪行。

一是一，二是二，所有评判的基础是事实，
当事实不在，而只凭臆想来竖个靶子，就与之死
磕，死磕的结果只能是像“二鬼摔跤”一样，自
个把自个弄趴下，这过程中也给社会造成损害，
给偏激情绪以可效法的模板，给社会的稳定和
谐以不确定的诱因。⑧8

你的数学是体
育老师教的吗？这
句机智满满的流行
调侃语，很快就要
站不住了脚了。江
苏省教育厅正在推
广的“卓越小学教
师培养计划改革项
目”，目的就是要试
点培养小学全科教

师，语文、数学、体育什么的，一样一样的都不
在话下。

小学老师全科化，仔细想想，并不是什么
新鲜事。在古代有很多老师能文能武，一个
人把学生的诗书礼乐射等功课，悉数包揽
了。小学全科教师的试点培养，放在当下，既
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内容，更是对固有思维定
式的打破。

思维一旦习惯化、定式化，对人而言是把
“双刃剑”。好的思维习惯和定式，是良师益
友，坏的则伤人伤己。警方现已查明，曾在广
西政商圈神话般崛起的“大亨”吴东和他的家
族企业，涉嫌在 2010年至 2014年期间成立多
家空壳公司伪造各种贷款资料，顺利拿到多
笔过亿元巨额银行贷款，并成为 4 家银行股
东；警方认定，4年时间内，吴东家族涉嫌非法
从柳州银行拿到328亿元贷款。其中涉及“骗
取银行贷款”175亿元，涉及“贷款诈骗”153亿
元。

能从银行诈骗上百亿元的贷款，并不是
吴东的行骗手段太高明，而是托了习惯性思
维的福。因为二婚时娶了省部级领导的女
儿，一些人趋炎附势的思维定式，使得吴东
能成功地以高官站台及包装作秀为掩护，依
靠利益勾连和权力寻租，开辟新的贷款途
径。

培养好的思维习惯和定式，是当今很多
人的必修课。在曼谷机场的那些国人，之所
以敢唱着国歌大闹，闹得越大事情越好解决
的国内思维定式，起了决定性作用。否则的
话，怎么会把胡闹和起哄，当成维权的利器
呢。⑧1 （丁新伟）

全国中小学相继开学。然而，孩子带回家的英语
磁带，令不少家长发了愁：卡式录音机已从家庭日常生
活中销声匿迹了，上哪儿去买录音机？教育主管部门
负责人称，偏远地方用的还是录音机，这也是目前教材
仍配备磁带的原因。⑧8 王 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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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玩“二鬼摔跤”的把戏

关键词 广场舞建设

据9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文化部、体育
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联合印发通
知,要求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建立由政府牵头、相关部门依法管理、场地管理
单位配合、社区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的
管理机制。

张立美：广场舞如今已是民生问题，因此，
把好政策落到实处，还需要地方政府把广场舞
建设纳入到民生工程之中，从而让广场舞和扰
民彻底说再见。⑧8

关键词 救狗需理性

据9月8日《西安晚报》 7 日凌晨 2 时左右，
动保志愿者将一辆拉了 200 多只狗的货车追下
高速，拦截在西安河池寨收费站，双方一直对峙
到上午，情绪激动的司机妻子一度自伤，用匕首
扎伤了自己的大腿。

吴玲：爱狗人士爱狗可以有，但救狗应理
性。既要爱狗，更应该爱人。爱狗不爱人，爱狗
也虚伪。⑧8

关键词 火烧证明

据9月8日《东南快报》近日，在福建晋江
工作的长乐人王先生拿着三张被火烧过的百元
钞，想去银行兑换，其中一张票面残缺面积较大
的人民币，银行要求王先生要到户籍所在地的
村委会开张火烧证明才能兑换。王先生犯了
难：就为了 100 块钱，难道还要来回折腾？

郭元鹏：兑换残币索要证明，存款为何不
要证明？银行的公共服务已经“残垣断壁”
了。⑧8

关键词 超大班

据 9月 7日《华商报》 在陕西蒲城县尧山
小学，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家长为孩子上课就
座犯愁。原计划每班招录 50 余名学生的班级，
平均每班学生人数超过 95 名。据了解，今年尧
山小学计划招录一年级新生 200 余名，分为 5 个
班级,但到报名时，符合条件的学生近 500 人。

马长军：“超大班”充分暴露了一些地方
政府对教育的言不由衷。高分贝地嚷嚷“重
视教育”，“一切为了孩子”，面对问题犹犹豫
豫、踟蹰不前，有些地方甚至在建设规划中忽
视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不愿匀出几块地皮
建学校。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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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很多人对今年 6 月 20 日发生在南京的一起
宝马轿车与多车相撞的肇事悲剧记忆犹新，事
故中，两名无辜交通参与者死亡，一人受伤，损
失惨重。警方很快调查认定，时速高达 195 公
里的宝马车主王季进负全责。时隔两个月，警
方的最新案件通报称：经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
定所对王季进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王季进作
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大量网民认为，鉴定过程有“猫腻”，目
的是让宝马车主逃脱罪责，鉴定书中的“急性短

暂性精神障碍”一词，一时流行于网络。
应当指出，网络舆论带有情绪化成分，万事要

讲究证据，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用最
坏的恶意”来揣测事件，显然不妥，也对被怀疑、抨
击对象不公正。但这次舆情风波也并非“无风三
尺浪”，也可以说，警方在舆情研判、信息发布乃至
具体鉴定中，都存在不少瑕疵，这是引起风波的重
要原因。

这份通报过于“简约”，总共才 300 余字，大
体是仅仅回顾了一下案件情况、交代了一下鉴
定结果。这太粗糙了。要知道，这个鉴定结果
关乎案件的量刑，事关重大，它的具体过程怎

样？各项鉴定数据怎样？医学依据是什么？鉴
定机构和人员资质情况如何？普通人做一个癌
症检查还要跑好几家医院，南京警方有无请第
二家鉴定机构进行审核认定？……如此必要和
重要的信息，对不起，全都付之阙如。

这种信息缺失里，透露的是工作态度的简单
粗陋，更是信息披露中的“单边思维”，即“我讲你
听”，忽视了对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特点和社会舆
情态势的研判。在这个时代，人们更多地希望“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果你不给出解释，人们的
自我解释就会依据既有信息和思维方式做出并快
速在网络间发酵。而客观存在的“塔西佗陷阱”效

应，也让许多人对公权力行为有一种“先天的”挑
剔和质疑。公权力（警察权也是其中一种）信息发
布要充分考虑上述舆情特点，任何简单傲慢都可
能导致深陷负面舆论漩涡、加剧社会撕裂。

南京警方本可以做得更好，比如，预先充分估
计舆论反应，鉴定不限于在一家机构进行；比如，把
鉴定的过程、数据、依据、鉴定人等信息全方位予以
公布；比如，事先邀请媒体、公民等参与鉴定过程监
督……诚能如此，相信大多数网民是理智的，纵然
可能有极少数人“鸡蛋里头挑骨头”，也不至于引起
这么多的指责、怀疑，让自己这么被动。这种教训
是值得每个公权力部门警策和汲取的。⑧8

南京交警通报为何引起舆论风波

9 月 7 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为

“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
有罪的邱超等 19 人消除影响，恢复
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据律师
称，安徽高院的这一做法在全国尚属
首例。（据 9月 8日澎湃新闻网）

白纸黑字，19 人有名有姓，有力
度，有诚意，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就
这样立起来了。向蒙冤者登报道歉，
不仅体现了司法纠错机制的完善，更
彰显了司法纠错的决心和诚意，安徽
高院的纠错方式令人由衷点赞。

不 要 小 瞧 了 登 报 的“ 仪 式 意
义”。19 名蒙冤者所受到的精神损
害不是金钱所能弥补的，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并不容易，口头赔礼道歉是
瞬时性的，若不被报道或录音录像，
效果有限。登报象征着正式和庄重，

把法院的道歉“固定化”了，体现了司
法纠错的决心和诚意。

司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正因此，一个科学、完善、
健全的司法制度不能没有纠错机
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司法纠错
已成为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和进步的
动力，一批冤假错案被平反，让无罪
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精神深入人
心。司法有错必纠，树立了司法权
威，赢得了群众拥护，已成为不可逆
转的新常态。

在这种意义上说，法院向蒙冤者
登报道歉的做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说明我国的司法纠错机制正在逐
步完善，并更加人性化。当然，司法纠
错显然不能止于登报道歉，追究责任
后分析原因、找出对策、避免错案，无
疑是最重要的。⑧8 （陈广江）

登报道歉与司法纠错

将普惠金融进行到底
——通许县农信社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成效卓著

陈世玉 刘晓晓

“小贷款解决了大问题”，当年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曾这
样称赞开封农信社推广的小额助
农贷款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
贡献。截至目前，开封市通许县农
信联社已实现连续五年贷款零逾
期。

通许县位于河南省中北部，共
有 12 个乡镇和一个产业集聚区，
304 个行政村，总人口 67.69 万人。
通许县耕地面积 56387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73%，农作物中春季农
作物有小麦，秋季农作物是玉米，
其他粮食作物有棉花、花生、黄豆、
红薯等，小麦为全国优质小麦生产
基地。菜瓜类主要有白菜、红（白）
萝卜、大蒜、菜花、土豆、西瓜、葱、
菠菜、冬瓜、南瓜等 60 余种。通许
县工企单位规模以上有 135 家，规
模以下 4013 家，工业总产值达到
2524070 万元。 2013 年通许县产
业集聚区被评为全省十大产业集
聚区之一。

通许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
业集聚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
持，通许县农信社是如何支持的
呢？

银农合作
大力畅通惠农通道

农村信用社成长于农村，服务
于“三农”。近年来该社秉承使命，
抢抓时机，积极推进农户小额自助
贷款，扎实开展贷款需求调查，有
序规范资信评定，严格执行公示制
度，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及时给予核

贷发证，满足有效需求。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该社共评定授信 270 个
行政村，授信村覆盖率为 89%，累
计 授 信 12393 户 ，授 信 户 覆 盖 率
11%，累计授信 5.74 亿元，累计用
信 35753 笔，累计用信金额 15 亿
元，为农民致富搭起了一座金桥。

2014 年，通许农信社实现了通
许县新农保代收代发业务和 12 个
乡镇的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全面
代理，确保国家惠农资金的每一分
钱都及时、准确的发放到位，让农
民享受到国家的惠农政策。2014
年，共发放粮食补贴、新农保等各
项财政补贴共计 119.89 万户，金额
2.18 亿元，业务量年均 200 万笔，占
到全部业务量的三分之二。该社
用行动践行了“服务三农”的诺言，
诠释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含义。

银政联姻
搭建普惠金融平台

为深入了解辖内县域中小企
业实际经营情况，为中小企业提供
有针对性的、全面的优质服务，该
社搭建了政银对接平台，积极与地
方政府、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与联系，定期召开政银企交流工作
会议，了解中小企业的基本状况，
促 进 县 域 中 小 企 业 协 调 全 面 发
展。2014 年，该社累计发放企业贷
款 11.54 亿元，净投放 4.2 亿元，向
通许县沃隆车业有限公司、河南海
壹食品有限公司等一大批产品销
路好、发展潜力强的企业提供了信
贷支持，为小微企业有序推进和科

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累计发放个人贷款 11.62 亿元，净
投放 0.97 亿元，向一大批有经营头
脑、有致富项目的自然人提供了资
金支持。通过一系列措施，形成了
从农村到县城，从农户到商户，从
个人到企业，都有专门的部门进行
营销，客户经理划分了区域，细分
了市场，培养了一大批黄金客户，
有效地支持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广设渠道
铺建服务“三农”桥梁

通许县农信社下辖 20 个营业
网点，遍布各个乡镇，是通许县营
业网点最多、客户资源最广、业务
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该社充分
发挥点多面广、人熟、地熟、情况熟
的优势，通过“扫街清户”、“摆摊设
点”等形式，对区域金融市场进行
深耕细作，掌握客户信息，细分客
户群体，制定具体的营销措施，加
大营销和考核力度，进社区、进学
校、进楼宇、进市场、进车间、进机
关，架起与百姓、学校、公司、商户、
企业、精英的座座“连心桥”，抢占
优质资源，不断提高业务渗透力与
市场占有率，真正把区域金融市场
站稳守牢。

为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该社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加
快布放离行式自助设备、POS 终端
及其他电子机具，持续拓展助农取
款服务点覆盖面。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该社已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
292 个 ，累 计 交 易 笔 数 达 129762

笔，累计交易金额达 9135 万元，初
步实现了乡域内自助设备全覆盖，
探索“支付便民、信用惠民、创新助
民”新载体、新举措，推进金融服务
覆盖辖区居民，方便居民办理业
务。同时加快科技研发步伐，结合
网络技术和平台的推广，开通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研发更多个性化、
便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
同类型客户需要。

强化宣传
建立普惠金融知识库

在工作中，通许农信社主动担
负起宣传金融知识的责任，设立金
融知识宣传专区，开展公众教育活
动。近年来，该社在全县开展了

“农信服务进万家”走访活动，对县
城及各乡镇所有行政村的商户、摊
贩、村民到户走访。宣传介绍如何
办理存、贷款业务，如何辨别假币，
如何使用银行卡及自助设备等金
融知识。同时，加大非法集资的宣
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理财
观念，选择正确的理财渠道，远离
非法集资，确保资金安全。守住通
许县人民的资金池，就等于守住了
通许县经济发展的源泉，将资金引
入正规渠道，运用于地方实业发
展，支持社会经济发展。

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通许县
联社全辖各项存款余额 39.88 亿
元，较年初净增 6.45 亿元，增幅为
19.3%，占全县金融机构新增市场
份额的 53.87%，占存量市场份额的
42.38%；联社各项贷款余额 24.56
亿元，累计投放 23.91 亿元，净投放

5.8 亿元，增幅为 24.88%，占新增市
场份额的 48.78%，占存量市场份额
的 54.71%，是服务“三农”和地方经
济发展的主力军。

通许农信社在做好传统业务
的同时，立足现实探索出了一条多
赢的发展之路。调查发现，近年
来，该社坚持“服务三农，改变民
生”的企业使命，积极探索支农新
思路，不断扩大支农领域，加大对
地方经济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联系
农民的金融纽带和服务地方经济
主力军的作用。

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不仅对
企业，也对金融的发展带来新的挑
战，通许农信社将如何应对，将普
惠金融进行到底？

更新服务理念，深化农信社支
农地位。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
展，农村市场逐渐由“蓝海市场”演
变为“红海市场”，通许农信社必须
尽快扭转传统观念，积极改变“坐
门等客”的思想观念，主动参与市
场竞争，增强危机意识、紧迫意识
和竞争意识，进一步树牢服务“三
农”的市场定位，把支持“三农”发
展、巩固县域阵地作为存身立命的
关键所在，真正融入“三农”，共存
共生，实现在支农中发展，在发展
中助农。

拓展服务领域，创新金融服务
工具，提升服务水平和覆盖面。作
为支农主力军，通许农信社要适应
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特点，
及时开发和提供多样化的结算、代
理、保险、理财、咨询等中间业务以
及银行卡等金融产品，增强金融服
务功能的辐射性和吸引力。要根

据农村市场的需求，加快推进支付
系统建设，拓展支付结算手段，推
广 ATM 机、POS 机等现代化支付
机具，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和覆盖面。

转变信贷经营的发展方式，推
动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许农
信社县域信贷经营的发展理念要
由“速度+规模”向“速度+品质”转
变，不仅要把信贷政策约束贯彻到
全部经营管理活动中，使有限的资
源配置到产出最大、回报最高的业
务和客户，实现“三农”和县域业务
的资本节约型发展，还要关注社会
效益，重视自身经营效益，把“三
农”业务培育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所
在；既要顺应县域经济蓬勃发展催
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新要求，
以创新迎合经济发展需要，更要正
确平衡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实现
速度、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统一。同
时强化县域信贷风险的管控手段，
完善行业政策对风险管控的覆盖。

加强宣传，构建网络，打通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许农信
社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服务网点，
并结合地方特点，加快农民金融
自助服务点、自助柜员设备、POS
机具和离行式自助设备的布放和
应用步伐；加快完善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微信银行等新型业务，并
积极借鉴互联网金融的优点和经
验，努力构建线上、线下两条服务
途径。同时，要加快农信社业务
的宣传力度，将更多支农惠农政
策普及到千家万户，打造人无我
有、人有我全、人全我优的农信服
务品牌。

发 展 普 惠 金

融,就是将现代金

融服务向弱势地

区、弱势行业和弱

势群体等薄弱环

节拓展,进一步扩

大金融服务的广

度和深度，真正做

到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明

确提出发展普惠

金融，这为金融业

提出新的发展方

向,也提出更高的

要求。对于通许

县农信社来说，他

们践行普惠金融

的做法，为植根于

农业地区的金融

机构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经验。同

时他们用行动践

行了“服务三农”

的诺言，诠释了农

村金融主力军的

含义。

前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