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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于晴

万里乾坤如甑，一轮火伞当天。《水浒

传》中，用制酒的蒸炉和“火伞”形容桑拿天

组合炙烤模式的高温天气，想必道出了不少

人这几天的心声——热。

近日，全国多地高温不减，“江浙沪”被

网友调侃是“工折户”，河南也获封“可南”称

号。应对连续的高温天气，不少市民纷纷寻

找身边的避暑胜地，在重庆，有人灵机一动，

穿着棉袄在山洞里吃火锅，享受大自然送来

的冷气；短视频里，有人在家开着空调盖棉

被好不惬意，电费账单让评论区直呼“妈见

打”。泳池里畅游、室内滑冰场体验滑冰乐

趣、夜市夜游……花样避暑模式为人们降温

解暑，但面对高温“烤”验，还有许多领域需

要“解暑消渴”的良方。

滚滚热浪，不仅是对个人身体的考验，

更是对防灾减灾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多方

面的综合考验。持续高温少雨，造成我省部

分地方秋作物受旱，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

响。相比洪涝、地震这样的突发灾害，高温

灾害相对不易察觉，但从波及的范围看，其

复杂性和影响力不能低估，更不能掉以轻

心。农业生产，一滴水就是一粒粮，当前正

是确保秋粮丰收的关键时期，及时准确地研

判旱情、及时补水、抢抓农时，需要农业农

村、水利、气象、财政等部门共同指导，提供

支持服务，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四川启动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

急响应，重庆市涪陵区发生山火，福建省泉州

市一辆汽车在高温下自燃……极端高温天气

就像“扇动翅膀的蝴蝶”，可能引发各类安全

问题。应对高温，“熬”过去不可取，连续的红

色高温预警，不仅是提醒人们注意防暑降温，

更是提醒各行各业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把

高温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电力供应、用电安全的更高要求，到

防止溺水的教育提醒；从保障城市各项功能

正常运转，到安全生产、森林防火、交通事故

等次生灾害防范，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需

要主动且周密地应对高温天气。气象预警，

无论高温还是强降雨，“警”的是防范意识，

“预”的是行动能力，既是面向普罗大众，也

是面向相关职能部门。响应及时、组织有

效、应对有力，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平稳度过高温“烤”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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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高铁上孩子吵闹的视频引发热议。视

频中，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因吵闹声音过大，被同车厢旅

客劝说制止，不料却遭到孩子家长的怒怼。对此，有人

建议高铁应设置“儿童车厢”。那么，你觉得应该设置

一个专属于孩子的“非静音车厢”来解决吵闹的问题

吗？（据8月21日中国新闻网）

不妨一试

设立“儿童车厢”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喜欢吵闹的

孩子集中在一起乘车，由此避免对其他乘客，尤其是那

些喜欢安静或需要休息的乘客造成干扰。

设立“儿童车厢”不仅对其他乘客有好处，就是对

于儿童本身，对于儿童的家长，也同样有好处。就像很

多网友所说的那样，顽皮、吵闹是孩子的天性，在“儿童

车厢”里孩子的这种天性可以得到尽情释放。而在普

通车厢，如果因为孩子吵闹引发其他乘客的反感，导致

孩子家长和其他乘客的争吵乃至冲突，也同样会影响

孩子家长的心情。

从设立“儿童车厢”的可操作性上来看，也不存在

什么难题。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为了满足部分乘客

的需求，我国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的部分

车次试点“静音车厢”服务，就受到了各方的好评。

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旅行途中的舒适、安静有着不同

的需求，从而产生了对“静音车厢”“儿童车厢”等的

需求。因此，设立“儿童车厢”的建议，对铁路部门进

一步提高公共交通运输人性化、精细化服务会起到

促进作用。 （苑广阔）

并非良方

建议设“儿童车厢”的出发点，说白了还是要保障

车厢“静音”，这无可厚非。但“静音”管束不能只针

对“熊孩子”，那些高声打电话、外放听音乐、看电视

的人是不是也当在管理之列？或是也给他们单设个

“专用”车厢？退一步说，即使要设“儿童车厢”，是不

是也要将图安静、不吵闹的乖孩子与爱吵闹的“熊孩

子”区别开？

也许，以当代技术手段增设“儿童车厢”并非难事，

但现实中的操作却无疑困难重重：儿童是个泛化概念，

多大范围的孩子该进“儿童车厢”？儿童缺乏独立性，

“儿童车厢”要不要监护人随其进入？祖孙三代一同出

行，是否也要分开购票，孩子父母顾老看小咋协调？儿

童缺乏自控力，安全性如何保障……总之一句话，儿童

并非成年人，设“儿童车厢”言易而行难。

事在儿童，根在大人。高铁设“儿童车厢”并非治

本良方，治理“熊孩子”吵闹还需多方合力。家长要尽

到教育、安抚、疏导孩子的责任，学会与孩子沟通，了解

其诉求；公众对待这一阶段的孩子及其家长，应尽量多

些宽容和接纳；铁路部门应从“儿童车厢”建议中，悟出

民众对“精细化管理”的诉求。10

(张玉胜)

“网红路牌”不能想设就设

高温“烤”验该如何应对

应对高温，‘熬’过去不可取，连续
的红色高温预警，不仅是提醒人
们注意防暑降温，更是提醒各行
各业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把高
温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画中话

豫论场

□王志顺

“我喜欢乐山，更喜欢这座城市的

你”“我在宁波很想你”“我在南宁很想

你”……日前，一系列“浪漫风”路牌在

多地出现，在很多年轻人中掀起拍照

打卡热。这种外形酷似道路名牌的

“网红路牌”，其实多是商家的“引流”

利器，已有不少“网红路牌”因设置在

城市道路上涉嫌违规被拆除。（据8月
21日《北京青年报》）

年轻人追求“浪漫风”无可非议，

商家想做大做强市场的心情也可以

理解，但必须厘清的是，地名是社会

基本公共信息，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

体，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 5 月 1

日 起 实 施 的 新 修 订 的《地 名 管 理 条

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设 置 、拆 除 、移 动 、涂 改 、遮 挡 、损 毁

地名标志。根据相关规定，道路标志

是国家法定标志物。县级以上民政

部门是道路标志的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道路标志的设置、管理和

维护。设置地名标志是一件严肃的

事，从功能上来说，路牌承担着指位

作用，不恰当的路牌会对社会造成误

导。

由此可见，设置路牌，必须按程序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审批通过后方可

设置；同时，个人也不能因为好玩、能

引流、有网红潜质等原因就定制路牌，

随意设在路边。否则，不仅不能承担

指位功能，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导

和混乱。

遏制“网红路牌”乱象，显然不能

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有关部门应

将其纳入广告法管理。毕竟，由商家

自行设置的标志牌，属于特殊类型的

广告设施，擅自设置此类标志牌属于

违规行为。对此类设置在道路上的

“山寨路牌”，城管部门要进行没收或

责令拆除。如果有损坏路面或绿化带

的情况，要按照属地规定对其进行处

罚。对于为“网红路牌”提供定制服务

的网店，以及相关推广宣传平台，相关

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监管，不能任由其

胡作非为。此外，市民发现有在道路

乱设“网红路牌”的现象，也应该积极

向相关部门反映。3

“一分钟挑战跳250下”“夜跑突破自己最好成绩”……据新华社报道，近期因为运动过度患上横
纹肌溶解综合征的学生增多，部分学生出现了肌肉酸痛、无力、发热等症状。专家提醒，学生在开展体
育运动时要防范运动伤害，相关训练要注意循序渐进。10 图/王鹏

高铁设“儿童车厢”可行吗？

□李鹏 赵亚玲

今年 8 月 22 日，是泰康保险集

团 26岁的生日。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为深入贯彻落

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要求，作为河南保险业的“主力

军”，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立足新发

展阶段，在河南银保监局监管引领

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公司持

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为河南社会

经济建设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人身保险服务，在助力稳住区

域经济大盘中贡献金融力量。

加大投资力度
让中原更出彩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泰康的初心和使命。多年来，河南地

区已经成为泰康重要的投资区域。

锚定“两个确保”，伴随着全面

建设现代化河南新征程的开启，泰

康保险集团通过多种形式投资支持

河南经济社会建设。公开市场方

面，股票投资 26亿元，债券投资 170

亿元。项目投资上，通过信托、债权

投资计划、股权投资等方式合计投

资金额为 69 亿元，主要投向公路、

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泰康保

险集团践行大健康战略，专注养老、

护理、康复实体建设运营和创新服

务，在郑东新区投资建设泰康之家

豫园养老社区，总投资预计 30 亿

元，目前已执行 9亿元。截至今年 6

月末，泰康人寿在河南省总投资金

额为 265.45亿元。

在保障民生上出实招，泰康积极

参加省内大病医保和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项目。从 2018 年开

始，泰康承办驻马店、平顶山、汝州等

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目前，泰康已

累计支付近32.5亿元，服务197万人

次，平均报销约为7个工作日。

泰康走过 26年，长寿、健康、财

富三大闭环建设硕果累累，今年泰

康连续第 5 次荣登《财富》世界 500

强 ，更 充 分 印 证 三 大 闭 环 的 正 确

性。据了解，下一步泰康保险集团

还将结合河南正在实施的“十大战

略”逐步增加河南区域基础建设和

重点企业的投资力度，助力中原更

加出彩。

勇担社会责任
让保险更温暖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

源。

在去年那个特殊的夏天，泰康保

险集团宣布向河南捐助5000万元驰

援郑州、新乡、安阳等 11个地市，用

于保障当地群众人身安全，采购紧急

救灾物资，支持灾后重建。

有危险就有迎难而上，有灾难就

有挺身而出。河南泰康人利用网络

和线上系统充分保障客户服务，全力

投入救灾及灾后重建。成立泰康救

援队，深入救灾一线，为守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贡献力量；建立理赔绿色

通道、简化理赔流程、提高理赔效率，

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第一笔因雨灾

赔付 28分钟处理完毕，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保险向善的企业本色。

此外，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还先

后两次为河南省内 700余名一线记

者提供免费保险保障，每人保额 20

万元。各地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郑

州市人民政府、鹤壁市委市政府等纷

纷向泰康人寿发来感谢信，对泰康全

力投入防汛救灾，助力各地疫情防控

表示感谢，并赞扬泰康人寿河南分公

司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的积极贡献。

同期，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支持

河南基层养老和教育项目，总计 70

万元拨付信阳、安阳、新乡、平顶山、

周口 5个灾后重建项目，修缮学校校

舍、敬老院和乡村道路，并对特别困

难教师和学生进行资助。

2022 年，泰康“溢彩千家”项目

还将帮扶 5家河南基层养老院，从基

础设施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

等多方面赋能养老机构发展，提升养

老机构的养老服务水平。

深耕健康领域
让服务更惠民

作为挺进大健康领域的先行军，

泰康更是将人文关怀落到实处的“行

动派”。

2022 年上半年，泰康人寿河南

分公司理赔案件 6.82 万件，同比增

长 10.7%，累计理赔金 3.56 亿元。

同时，理赔速度也在不断刷新，全

流程自动智能理赔占比超 61%，索

赔结案时效 2.61 天，医疗险最快仅

需 4 秒。这一系列数字，是泰康为

客户提供的强有力保障。同时，泰

康“健保通”合作医院遍布全省，累

计赔付金额超 2234 万元。“重疾先

赔”客户 1115 人次，赔付金额 8539

万元。“信用赔”服务客户 146人次，

赔付金额 14.7 万元。更值得关注

的是，2022 年“泰康绿通”迎来十周

年，医疗资源翻倍、覆盖病种再度

扩展、服务等待期缩短、新增出院

陪护、远程康护、上门照护，形成

“三专四护”服务体系，让重疾就

医、重疾康护全直通，覆盖诊前、诊

中、诊后全流程。

泰康一路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

大客户的支持。截至今年 6月末，泰

康人寿河南分公司累计服务客户

553万，理赔服务 66万人次，支付理

赔 金 39 亿 元 ，累 计 纳 税 超 17 亿

元。 作为一家大民生工程核心骨干

企业，泰康人寿秉持“以客户为中心”

理念，持续推进长寿、健康、财富三大

闭环，满足客户全生命周期、全财富

周期健康财富管理需求。接下来，泰

康人寿河南分公司还将重点聚焦第

22届客户服务节，以绿通十周年为

契机，以线上+线下活动为平台，开

展主题为“健康常泰，幸福全家”系列

活动，回馈广大中原客户。

另外，泰康之家·豫园正在为河

南养老提供全新的养老生活选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5%，人口老龄化

程度进一步加深。“十四五”期间，河

南提出以建设幸福美好家园为目标，

努力建设幸福河南，实现“老有所养，

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面向长寿时代，泰康创新商业模

式，整合保险支付与医养服务，打造

长寿、健康、财富三大闭环。目前，泰

康之家养老社区已实现全国26城 29

社区的布局，规划总地上建筑面积约

395 万平方米，可容纳约 7.1 万名长

辈，11地 12家养老社区已投入运营，

共服务超过6500位长辈。

泰康保险集团长期关注河南泰

康之家养老社区建设，2021年 12月

25日，泰康之家·豫园体验馆正式开

馆，项目总规划 3600 个养老单元，

一期预计于 2023年投入使用，将为

河南高净值人群提供“一站式”养

老、健康、财富管理解决方案。同

时，泰康大健康中心建设也在河南

各地启动。泰康南阳、郑州、商丘大

健康体验中心正式营业，这是泰康

创造性将保险与大健康服务结合的

超级体验平台。泰康医养结合的大

健康服务将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

枝繁叶茂。

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泰康人寿河南分公

司将紧跟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在

河南银保监局等监管部门指导下，

初心不改，创新永续，商业向善。把

稳定经济大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积极做好区域保险金融安全“压

舱石”，勇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服

务大局、多作贡献，在助力河南经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中 彰 显“ 泰 康 担

当”。

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河南银行业保险业在行动——

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特色赋能稳大盘 服务大局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