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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由衷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更多的人
阅读优秀文学作品，了解文化名
人，传承中华文化，使自己的内心
世界真正丰富起来，滋润起来。

□本报评论员 刘婵

继年初“故宫票务网站”瘫痪后，近日，北

京鲁迅博物馆上线的“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

系统”也因网友集中访问一度崩溃。据介绍，

检索系统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开设，包括著作全

编、译作全编及研究月刊三个子系统。

北京鲁迅博物馆上线此系统，旨在借助现

代科技，让网友能更精准、更全面地了解鲁迅的

作品，更进一步推广鲁迅先生的文化理念和精

神。在侠客岛微博转发此消息时附言“提到鲁

迅，你最先想到哪句话”回复里，一篇篇文章掠

过，一句句名言出现，证明鲁迅的文章和精神深

入人心，鲁迅的粉丝众多且“质量”都不低。

有网友戏称该网站是“鲁迅说过的话大搜

索”“鲁迅名言打假专用网站”，鲁迅说没说过，

在这个网站一查便知。写文章时最需要的就

是名人名言，希望借此显得深刻有内涵，可

是 每 次 都 想 不 起 来 是 谁 说 的 。 于 是 有 人 恶

搞——“鲁迅说：如果拿不准一句名言是谁说

的，就说是我说的。”当然，这肯定不是鲁迅先

生说的。但是这个段子已经被大家玩儿坏了，

一时间，“鲁迅”成了背锅侠，“说”着五花八门

乱七八糟的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的声

誉，也误导了大众。所以，北京鲁迅博物馆上

线此系统，是一个正本清源的行为，让我们可

以随时查阅鲁迅的名言警句，让那些借“鲁迅”

之名杜撰的人无所遁形。

受此类困扰最多的，恐怕还有已经仙逝的

杨绛先生。你一定在朋友圈见过这些句子：“我

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

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

曾如此盼望外界的期盼，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

自己的，与他人无关。”这段网上广为流传的标

注为杨绛《一百岁感言》的话，2013年人民文学

出版社就进行了辟谣：杨绛先生未曾写过这样

的文字，唯一相近的文章是《走到人生边上——

自问自答》。然而这段勾兑的鸡汤文总会时不

时刷屏，蒙蔽了不少人。

也许杨绛先生也需要一个类似“鲁迅说过

的话大搜索”系统，还有青年导师白岩松、创业

先锋马云、文青鼻祖张爱玲、幽默大师王小波，

等等。鸡汤附体、名人加持的“假语录”为何这

么有市场？这是因为在很多人眼中，名人的言

语具有不可辩驳的引导力量。惰性而不严谨

的思维使得他们不愿深究言论本身的真假，甘

愿让自己的头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转发

引用只为抒发一时之情感。西班牙作家恩里

克·比拉-马塔斯曾笑言：“有时候想出一句妙

句，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没有分量，就假装这是

莎士比亚说的，大家都觉得这果然是一句妙句

然后广为传播。”

真正的名人名言或许看起来其貌不扬，却

会带来一种思维的乐趣。比如，杨绛行文质朴，

充满理性的智慧，不像鸡汤文那样虚无缥缈；张

爱玲则最擅长“将虱子从华美的袍子里翻出

来”，其文学、人生态度之犀利，根本与心灵鸡汤

背道而驰。经由阅读、思考积淀而来的“雅”，是

盲目转发所谓名人语录难以取代的。如果说此

次“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系统”火爆网络，是

一次对鲁迅文学作品的共同回顾，由衷希望以

此为契机，让更多的人阅读优秀文学作品，了解

文化名人，传承中华文化，使自己的内心世界真

正丰富起来，滋润起来。6

“鲁迅著作检索系统”为何火爆 “代吵服务”必须取缔

□应民

5 月 6 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山西省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督

察发现，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对待督察整改态

度不认真、不严肃，在制订整改方案时，照搬照

抄，甚至弄虚作假。其中，太原、临汾等地市整

改方案中多处提到对其他地市的整改要求，甚

至出现“对朔州、运城等地市开展省级督察”等

字样，明显照抄山西省整改方案（据 5月 7日
《中国环境报》）

生态环保专项督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

作。面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提出的整改要

求，相关部门不是认真制订并落实整改方案，

切切实实解决问题，而是照抄照搬上级文件，

对兄弟地市提整改要求，用虚假整改方案敷衍

中央督察组，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

曝光是咎由自取。

放眼望去，某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抄袭

公文，早已不是秘密。从“湖南推介河南景

区”，到江西九江县水利普查办抄袭甘肃高台

的工作部署，再到太原抄袭兄弟地市整改方

案，公文抄袭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上演

续集，让人啼笑皆非。官员如此照抄公文取

巧，对得起上级要求和辖区黎民百姓的期待

吗？

在严厉惩治“四风”的今天，一些地方和部

门为何连材料都不愿意写，而是照抄照搬了

事？放之四海皆准的“八股”公文大量存在是

根本原因。如今的很多公文，不但充斥着官

话、套话，而且行文格式大同小异，换成自己部

门的名字，在时间、地点、人物、数据等细节上

稍微修改，就完成了公文写作。这无疑给抄袭

者提供了极好的理由和借口，而互联网的搜索

便捷又给抄袭提供了便利。此次曝光的公文

抄袭很让人后怕：如果太原市相关部门的整改

方案结合当地情况稍作修改，把地名、时间替

换一下，基本整改工作没有认真去做，谁能说

他们的整改方案不合格呢？

因此，对于整改方案抄袭事件，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组不仅要督促整改，而且要启动问责

程序，让某些地方某些人不敢敷衍塞责、阳奉

阴违。更为重要的是，个案曝光不能限于个案

意义。公文抄袭害处多，对“八股”公文坚决说

不，才能有力推动问题的解决，维护好政府形

象。6

对“八股”公文坚决说不
锐评

众议

在某电商平台 APP 中搜索“代吵”，可以看

到大量代吵架商品，通过电话、短信为“客户”

进行代吵架，价格从 1 元至 99.9 元不等；如果要

用到地方方言，则需要加价；“服务”还分不文

明骂架和文明骂人指导等，有商家声称，可以

“骂到对方怀疑人生”。（据5月 7日《北京青年
报》）

“代吵服务”必须取缔。代他人吵架不但

违反公序良俗，而且用语言暴力传播网络戾

气。互联网虽是一个虚拟空间，却深远影响现

实。或许，线上这头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情

感发泄或语言谩骂，线下那头接收的却是难以

承受的压力或痛楚。信息化时代让地球变得

扁平，消费群体跨越地域限制，电商平台具有

较 高 的 开 放 性 ，一 些“ 奇 葩 ”商 品 也 呼 之 而

出。不仅是“代吵服务”，此前还出现过赤裸

裸宣扬暴力的“代打人服务”。这些满足他人

“坏趣味”的服务害处不小：践踏了情理，违背

了人性道德和法理，助长了凡事诉诸语言暴力

的网络恶习，也使电商平台沦为藏污纳垢之

地。

审核上线商品或服务，是电商平台应尽的

义务，“代吵服务”的上架，暴露了审核不严的

短板。监管部门需及时出手，督促电商平台履

职尽责，提高相关行为的违法成本，减少和杜

绝同类事件的发生，让互联网及电商行业拥有

更健康的发展环境。1

（孔德淇）

山东莘县七部门联合发布通告，严禁恶俗婚闹行为，对于情节严重、扰乱公共秩
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婚闹者，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严肃处理。6 图/朱慧卿

互联网迅猛发展，电子合同的运用越来越

普遍，在带来消费服务便利的同时，也因无序

应用给消费者挖下了不少的权益陷阱，比如很

多 APP 服务的“不明扣费”，都表现在电子合同

或者协议解释、展示、签订过程中的误导、欺

骗。（据5月7日《南方都市报》）
显 失 公 平 条 款 、误 导 诱 骗 性 质 、强 制 消

费……隐藏在电子合同背后的种种乱象，严重

侵害消费者权益，强化应用的约束与规范很必

要，这也是互联网条件下维系市场秩序不可或

缺的环节。要从法律上明确，单方的电子合同

或者服务协议不作为司法诉讼的依据，即商家

单独制定的协议经消费者勾选同意的并不必

然有效，只能视作消费选择的参考；细化电子

合同的管理与服务，不能形成格式合同的必须

补充纸质合同；市场监管机构要开展审查备案

服务，让格式电子合同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

同，替消费者把关。6

（房清江）

电子合同不能无序应用

□本报记者 孙静

近日，随着国内首个干果期货——
红枣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
由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
原农险”）主导的我国首个红枣“保险+
期货”项目也正式落地郑州。河南保险
业助力乡村振兴，又迈出重要一步。

红枣“保险+期货”项目仅是中原
农险众多创新产品中的一个。作为我
省唯一一家保险法人机构，今年 5月 8
日，中原农险迎来开业 4周年纪念日。
自成立以来，中原农险围绕省委、省政
府中心工作，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支农惠农为核心，创新赋能发展、精
准参与扶贫、紧扣需求服务实体，逐步
成长为全省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建设的
主力军，带动全省农险市场“换挡升
级”，跑出一片新天地。

时光总在回望中凝聚璀璨，意义
总在对比中显出非凡。四年砥砺奋
进，中原农险为全省人民交上了一份
亮眼答卷：

党建成效显著，队伍不断壮大，党
员数量达 480多名；2018年保费规模
达16.576亿元，同比增长50%，高于行
业平均增速 31个百分点；农险规模连
续两年居全省第一；为全省提供农业
风险保障 6500 多亿元，支付赔款 9.9
亿元；实现投资收益2650万元……

深耕河南，布局全国，中原农险机
构建设同样开启“加速度”。目前，中
原农险在省内已成立1家省级分公司，
建起 118家覆盖全省的市县机构网络
和一支 1300人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今
年 3月 15日，中原农险内蒙古分公司
开业，标志着中原农险正式开启从区
域性保险公司到全国性保险公司的转
型升级之路。

强化党建引领
推动公司迈向高质量发展
“一个公司要向前发展，引领方向

和凝聚人心非常重要。党建恰恰可以
在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中原农险党
委书记、董事长毕治军说。

走进中原农险位于郑东新区CBD
的办公区，迎面而来的党建元素引人
驻足细看。

党的十九大和新党章宣传展板、
党支部工作掠影、党建园地、纪检图片
等多块展板及几百本书籍装点着党建
纪检走廊，党建氛围浓厚。中原农险
制定并实施的“1643”党建工作法，明
确提出以“六大建设”“四大工程”“三
大体系”为具体措施，实现以党建高质
量推进业务发展高质量的三年目标，
为公司发展指明方向。与公司各级领

导干部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
任书，明确责权清单，强化“一岗双
责”，为健康发展凝聚强劲动力。

墙上悬挂的中原农险制订实施的
“1643”党建工作法、“六大建设”方案
及党建三年行动计划等，将党的政治
建设放在首位，时时提示“国企姓党”；
书架上摆放着公司制定的 20多项党
建制度，每个党支部都有“推进党的建
设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党风廉政建
设目标责任书等文件，以作风建设聚
力、以纪律建设守正，激发党员带头担
当。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公司发
展高质量在中原农险有着生动实践。”
毕治军介绍，中原农险深入推动“党
建+扶贫”“党建+业务”“党建+企业文
化”等工程，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以
发展成果检验党建成效。

“机构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
设到哪里”是中原农险一贯坚持原则，
随着机构建设的推进，目前公司党支
部已发展到29个，形成“公司党委-分
公司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四级党组
织结构，党组织功能更加完备。

中原农险还深入开展党建示范点
争创活动，在业务中锻造形成“一支部
一特色一亮点”，有效发挥了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开展“党员、骨
干双培养”，推动党员队伍不断壮大，
党员数量由最初的几十名发展到如今
的480多名，达到员工总人数的37%。

去年 7月，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中原农险正式把坚持党的领导写入
公司章程，把党委研究讨论作为董事
会议事前置程序和经理层重大决策
终审程序纳入章程，为公司党委发挥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发展的政
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提供了根本
保障。

以创新促发展
引领全省农险市场蒸蒸日上

从经济发展路径看，创新驱动是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中原农险成
立以来，聚焦扩大全省农险覆盖面，以
创新赋能，推动公司业务在高质量发
展的征程中劈波斩浪，聚力前行。

辣椒价格指数保险、小龙虾养殖

天气指数保险、红枣“保险+期货”……
提到公司创新产品，中原农险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许天厚总有讲不完的话，

“公司每项业务都是在创新中进行的，
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已累计研发 18
类 364款保险产品。”

许天厚说，中原农险先后承保果
菜茶菌、特色养殖、林木花卉等特色品
种达 41个，业务覆盖全省 14个地市、
40个县区；在深度贫困县卢氏县全国
首创香菇互助保险，在柘城县创新辣
椒价格指数保险，在新郑市创新红枣

“期货+保险”；推动南阳市安排 1000
万元专项资金，开展猕猴桃、食用菌等
14个险种，推动郑州市安排5000万元
专项资金支持都市生态农业保险等。

目前，中原农险推出的三大主粮
种植高保障保险、小麦收入保险等，极
大提高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土地流
转履约保证保险、种植人员意外伤害
险等有力扩大了保障覆盖面，为地方
现代农业发展加上了稳定器。

创新是最大动力源。中原农险总
裁姜华对此深有感触，公司开业之初，
全省农业保险面临品种少、覆盖面小、
保障水平低等不利局面。“公司努力发
挥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建设主力军作
用，四年来，种植险承保险种从 9个发
展到 50个，翻了近 6倍。2016年公司
将种植险做到了全省第一；2017 年、
2018 年又把农险连续两年做到全省
第一。”

中原农险的创新也为全省农险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放眼全国，4年来，
河南农险的市场地位同样在飞升：规
模从 17.4 亿元增加到 45.5 亿元，排名
从全国第八上升至第二。全省小麦、
水稻保险覆盖面提高1.5倍，油料作物
保险覆盖面提高5倍。

与此同时，中原农险还聚焦互助保
险模式的创新。在三门峡卢氏县开展特
色作物互助保险试点，采取有灾赔付、无
灾防损、无息借款、利益共享的方式，仅
承保香菇烧袋风险，就为近500位贫困
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2579万元。

业内专家评价，中原农险不仅创
造了自身发展的“中原速度”，同时积
极培育、规范全省市场，对保险业更好
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
引领作用。

精准推进保险扶贫
带动全省7万余人直接脱贫

紧扣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中原
农险将精准扶贫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创了保险扶贫“兰
考模式”，同时从生产、生活、健康、金
融、就业等“五大路径”入手，全方位参
与脱贫攻坚战，目前已直接带动全省7
万多名贫困人口脱贫。

——“农险扶贫”提升农民抗风险
能力。以农业保险统保为重点，2017
年以来，中原农险推进 39个贫困县实
现农业保险的整县（乡）统保或贫困户
统保，累计为91.74万户次承担风险保
障 22.36 亿元；发挥保险融资增信功

能，帮助 5000 余户新农主体、龙头企
业获得贷款11亿元；为全省31个特色
种植、10个特色养殖品种提供保险保
障。数据显示，开业以来，中原农险累
计承保贫困户农险153.5万户次，提供
风险保障 38.9 亿元，支付赔款 0.8 亿
元，受益户次达39万户次。

——“健康扶贫”缓解因病致贫返
贫。精准解决因病、因残致贫，中原农
险充分发挥功能性企业职责，针对新
农合、大病保险不能完全覆盖的大病
医疗费用，设计“补充保”“普惠保”和

“兜底保”三个不同层级的保险方案，
使普通人群医疗负担有效缓解、贫困
人口医疗负担大幅减轻、兜底人群大
病医疗实现兜底。据介绍，截至目前，
中原农险已为 518 万贫困人口提供
10257 亿元健康风险保障，已有 23.8
万人次获得医疗补偿2.63亿元。

——“就业带贫”拓宽群众增收路
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原农
险先后投入资金 1.08 亿元，聘用农村
贫困人口参与保险协办，成功推行劳
务带贫。”姜华说，目前中原农险已与
54个县区合作实施劳务带贫，并成功
带动 7万多名贫困群众通过增加劳务
收入达到脱贫标准直接脱贫，占全省
同期脱贫人数的 6.4%，“公司计划到
2020 年再投入资金 2.6 亿元，确保已
覆盖的7万余人稳定脱贫，助推贫困县
区如期脱贫摘帽。”

破解涉农融资难题
保险增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如何进一步发挥保险业长期稳健
风险管理及保障功能，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是当前金融领域普遍面临的课
题。近年来，中原农险以实现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持续
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新兴行业加
速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据中原农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雷
廷军介绍，近年来，中原农险不断拓展
对各类民营企业尤其是涉农民营企业
的保障覆盖面，截至目前，公司财产保
险领域累计为企业提供保险保障金额
345.36亿元。

坚持问题导向做服务。围绕种养
大户、涉农龙头企业等经常遇到的“融

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中原农险积极
研发农业贷款保证保险，通过与地方
政府合作，将涉农贷款利率从约 10%
降低为7%，缓解了经营主体的压力。

创新金融支农新模式同样是一个
着力点。雷廷军说，在省财政厅主导
下，中原农险积极参与，会同银行、担
保、投资机构和各地政府，建立了“政
银保”三位一体、“政银保担”四位一
体、“政银保担投”五位一体联动支农
新机制，先后与全省 33个县（区）签署

“三位一体”协议，49个县（区）签署“四
位一体”协议，24个县（区）签署“五位
一体”协议，累计获得银行授信 49.25
亿元。截至去年年底，已帮助合作社、
种养大户等近 6000 户借款主体融资
16.04亿元。

如何推动“大数据+保险”在农村
落地？中原农险联合支付宝等启动

“大数贷”项目，已在全省农村累计放
款 1亿元，最高个人授信额度达 30万
元，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在发挥保险社会管理职能方面，
中原农险同样做出探索。据介绍，中
原农险先后在新乡试点开办政府救助
保险、在许昌开办食品安全责任险、在
安阳开办燃气企业公众责任险等，累
计提供风险保障金额311.84亿元。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毕治军表示，
中原农险将继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公司发展高质
量，凝人心、鼓士气，谋创新、促发展，
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更多力量，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开业四年跑出“加速度” 保费收入突破16亿元

中原农险按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中原农险共产党员突击队在一线开展工作

村民排队购买保险

工作人员在虾稻共作田间验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