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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邹晓峰

布置暑期“安全作业”
值得提倡

老人被撞倒地
两名学生救助

凡人善举
□夏天

我挨母亲三次打
农家故事

□孙风雷

农村集会不能占道
基层呼声
□王之双

网购时
别蹭免费WiFi

闻者足戒
□牛凌云吴阳

树荫下开庭 为老人解忧

特别提醒

□李志杰

建言献策

□王秀根

市场经济有陷阱
网络支付要当心

竟有此事

□宋德明赵钊

儿媳扎烂婆婆裤腿
婆婆暴打儿媳致命

入党誓词是我的人生指南
冷暖人生

□刘韬

中原影像

□黄宪伟刘海静文/图

每到七月，我总会想起入党宣誓时的一

幕。那一面庄严神圣的党旗，还有句句掷地

有声的誓言，对于一直奋斗在国防后备宣传

战线的老兵来说，尽管没有经历战争年代血

与火的洗礼，却也时常铭记于心中。

热衷写作的我，梦想就是做一名党的新

闻工作者。大学时期有幸被选入校报做学生

编辑。由于成绩突出，临近毕业，我参加了学

校举办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从此，成为

一名党员的强烈愿望，成为我沸腾热血不断

前进的动力。

从校门走入营门，人武部党委指定我专

职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又派我参加媒体的新

闻培训班，几次去北京、济南和省城的报刊社

送稿学习。几任党支部书记，给我勇气，扶我

上路，对我倾注了真诚与心血，令初涉尘世的

我感念颇深。至今想来，是组织饱含情谊的

帮助引导，让我实现了从普通农家子弟到一

名党的宣传干部的人生嬗变。

2007年8月15日，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

的记忆。那一天，单位支部党员大会讨论我

的入党事宜。即将跨入组织的大门，在大会

上宣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接受党员同志们

的批评建议和殷切期望，我顿觉一股暖流涌

上心头，顷刻间热血沸腾。

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严格考察，我

被区直工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握着拳

头面对鲜红党旗的铮铮誓言，手捧盼望已

久的入党志愿书，我的热泪不由自主涌出

眼眶，说不出的喜悦、激动和感动霎时溢满

全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油

然而生。

时光如水。我把入党时的誓言，当作激

励自己开展国防后备新闻宣传的指南。无论

是采访基层群众，还是英模人物；无论宣传先

进典型，还是鞭挞社会不良现象，我都用入党

时的誓言对照自己，鞭策自己，修正自己。

在组织的引领下，我执着地奋斗着、耕

耘着，经历了文字写作以笔为犁到键盘敲击

的转变。每一篇文章，都如一朵状如喇叭的

小花，记录着党组织对我培育过程中的每一

个珍贵精彩的片断。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

16年来，我连续10次被评为河南省军区优

秀新闻工作者，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多篇

作品荣获全军好新闻三等奖，中国地市报好

新闻二等奖，河南省国防教育好新闻二、三

等奖。

假期的第二天上午，笔者去一

亲戚家办事，到家后就看见他正在

上四年级的孙子在网上查阅安全

资料，并作出详细的记录。从亲戚

孙子的口中得知，这是放假前学校

为每一名学生布置的暑假特殊任

务——安全作业。该校要求全体

学生在暑假期间利用网络、书籍、

报刊、电视等平台，全面系统地了

解关于溺水、交通、食品、消防等方

面的安全知识，并作出详细的学习

笔记，要求开学第一天将特殊暑假

作业交给班主任。笔者以为，学校

给学生布置“安全作业”的举措的

确值得提倡。

“安全重于泰山！大家一定要

注意防火、防水、防交通事故”等安

全标语常挂在学校醒目的位置，也

成为每位老师的必讲课。但在长

达50多天的时间里，有的孩子是常

年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因爷

爷奶奶年老体弱，往往看管力不从

心。所以，每年放假孩子就处于安

全的缺口；有的父母整天忙于生

计，无暇顾及孩子的看管，便任凭

孩子在外面疯玩，孩子的安全处于

“盲区”状态。加之，许多孩子由于

年龄小，是非辨别能力差，一旦遇

上安全问题便无所适从，像游泳、

出行、玩火、饮食等方面都存在着

很多的安全隐患。

学校给学生布置暑期“安全作

业”，让学生通过网络、书籍、报刊、

电视等平台,不但可以全面系统地

了解有关交通、溺水、食品、消防以

及面对自然灾害、自救自护等方面

的安全知识，而且也可以把对学生

的安全教育转化为学生主动学习

安全知识的过程，既使学生学到了

相关的安全知识，又无形中增强了

学生的安全意识，为学生的暑期安

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但由于暑期时间长，除了学

校布置的“安全作业”外，还应该

做到这三点：一是家长要给予更

多的安全教育和安全监管，要像

学校老师平时那样把安全天天挂

在嘴边。二是学校要经常组织教

师开展暑期家访活动，及时了解

学生的思想动态，随时开展各种

教育。三是村街（社区）要全天候

开放图书室和文化娱乐场所，让

学生从中汲取营养，增强体质。

然若能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每

一个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快乐、轻

松的暑假。

7月4日上午，安阳县法院柏庄法庭的

法官马长军和书记员关亚雷等一行10余

人，来到大花村，在树荫下公开开庭审理了

一起赡养纠纷案，该村及附近400多名群

众参加了旁听。

柏庄镇大花村的张老汉和杨老太夫妇

已年近八旬，两人育有两子和两女，现均已

成家。平日里老两口身体还算硬朗，生活上

没多大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位老人

不但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还经常因为身体

不适住院治疗，先后花去医疗费1万余元。

然而，当两位老人要求子女们承担赡养义务

时，却因为子女之间没能形成统一意见，造

成两位老人无法正常生活。经村委会干部

多次协商未果，两位老人诉至法院，要求子

女们尽赡养义务并承担医药费用。

当日上午，气温飙至38℃，为方便两

位老人参与诉讼，主审法官将庭审搬到了

村小学校园的一片树荫下。挂上国徽和条

幅，摆上课桌和凳子，一个简陋而又不失庄

严的审判庭刚布置好，就引来了400余名

旁听群众。9时30分，庭审准时开始。庭

审过程中，子女们意见分歧较大。经过一

个半小时的法庭调查、辩论以及法官先后

两次休庭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老人

和子女们最终均同意调解此案。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购物

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方式，网

络支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支付在为

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一

些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一些不

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客户网购

信息后，他们往往通过“优惠、促销、

打折”等字眼吸引眼球，或以“退款”

或“退货”为由假扮客服，电话联系

客户要求与客户网上聊天，并要求

客户点击其提供的“钓鱼网站”的链

接，以此盗取用户银行卡密码及动

态验证码，进而盗窃账户资金。

为降低网络支付风险，笔者认

为，在进行网络支付时，应注意以

下几点：一是警惕网络“钓鱼”。目

前钓鱼网站主要通过发送电子邮

件诱惑用户点击、建立假冒网上银

行和网上证券网站骗取用户账号

密码、利用黑客技术窃取个人信息

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在网上购

物时，尽量选择信誉度高、运营时

间长的大型网站，使用网银账号进

行支付时注意核对网址信息。二

是不明终端支付要谨慎。尽量避

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计算机上

使用电子支付，不要从非正规渠

道下载手机应用软件，也不要轻

易点击网页上推送的广告链接，以

免电脑和手机感染病毒。个人用

来进行网络支付的电脑和手机，要

安装防病毒和防火墙软件，并及时

更新升级。三是不要泄露银行卡

信息和短信验证码。银行、正规购

物网站等机构不会以各种理由向

消费者索要银行卡信息和短信验

证码信息，如果有人以网上消费或

退货等理由，索要银行卡信息和短

信验证码，肯定有诈。四是限定网

络支付额度。根据个人日常消费

情况，设置银行卡的网络支付限

额，或者设置网络支付专用银行

卡，卡内不要留存大额资金。如果

需要支付或转账大额资金，要使用

网银U盾、口令卡或密码器，提升

网银的安全性。五是及时升级银

行卡。由于磁条卡存在易伪造、易

被克隆盗刷的缺陷，国内银行陆续

将磁条卡升级为金融芯片卡。金

融芯片卡存储信息容量大，可存储

密钥、数字证书、指纹等信息，进行

智能动态验证等，安全性能好，使

用方便。

父亲过世早，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妹三

人生活。母亲日常对我们要求极严，一旦哪

一个做了错事，母亲的鞋底子是毫不留情的，

尤其是对作为长子的我，而最让我长记性的

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

时，我学习不好，于是就逃学，出去摸鱼捉

虾。有一天，我正在小河沟里忙得起劲，母亲

从后面过来，伸手抓住上衣领子就把我拎到

了岸上，她说：“当农民不好好种地就没饭吃，

你当学生不好好学习，咋能学好？”一步一鞋

底子，硬是把我打回了学校。那次以后，每学

期期末考试，我都能为母亲捧回一个奖状。

参加工作后，对自己负责的事情更是不敢有

一丝懈怠。

第二次是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母亲

让我买盐，进入代销店后，我发现柜台外的

地上有一张五元的钞票，就趁营业员给我

拿盐的当儿，弯腰把钱拾起装入了口袋。

本以为拿回去交给母亲会得到表扬，没想

到母亲见到钱后，严厉地询问钱的来路。

我如实相告，母亲听了，立即让我往回送

钱，我不干——不知道是谁丢的送给谁？

母亲说，不管钱是谁的，不是凭自己劳动挣

来的咱就不能要。但我坚决不送，于是就

挨了打。最终在母亲的陪同下，我把钱送

回到代销店，交给了营业员。母亲让我懂

得了，做人要堂堂正正、本本分分，不是自

己的东西一定不能要，哪怕是路边拾到的

也不能据为己有。

第三次是在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暑假。邻

居三哥一辈子打光棍，近50岁了才托人帮助

抱养了一个女儿。母亲常说没娘娃儿可怜，

就经常帮着照看。那娃儿时常吃住都在我

家，但我家的境况也很艰难。看着母亲艰辛，

我就撺使弟弟妹妹把那个孩子一遍又一遍地

往外送。我的行为终于激怒了母亲，一顿胖

揍之后，她说，这娃就是你三哥下半辈子的指

望、活头，别人在难处你帮他一把，对咱自己

无非就是多点麻烦，但是帮他度过了这一关，

也许他这一辈子就改变了，做人多做善事总

是没坏处的！乐于助人、善于成人之美成了

我一生的追求。

现在，兄妹们都长大了，母亲却没有给我

们为她尽孝的机会，哪怕是再打我一顿也

好！然而，真的是没有机会了！但我们会永

远铭记母亲的教诲。

7月2日，夏邑县居民王德超及家人

来到县高级中学，将6面锦旗送到高二

学生杜宇聪和张航嘉及其班主任、校领

导手中，感谢两名学生在其母亲遇到车

祸时，及时伸出援手，感谢班主任和学校

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学生。

原来，在6月26日上午8点40分左

右，王德超的母亲陈秀兰在东光街南段

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肇事者逃之夭夭，很

多人不敢靠近。二十分钟后，路过此处

的两名高中生看到这名老妇躺在路中

间，在太阳下曝晒，便停下来帮助，得知

老人腰部受伤后，两名学生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还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联系

其家人。随后，老人被急救车送到医院

接受治疗，两名高中生离开了现场。

老人康复后，没有忘记这两名热心

助人的学生，安排子女一定要找到当时

救她的两名学生。王德超经过询问打

听，得知帮助他母亲的是夏邑县高级中

学二年级B19班的杜宇聪和二年级B4

班的张航嘉同学。

当两名学生被问到怕不怕被讹诈

时，杜宇聪说，不怕，毕竟社会上还是好

人多。

上周末，我和妻子到镇上赶集，还有二里

地就被来往车辆堵得水泄不通。下车细问，

原来是镇上的集会挪到了道路上。我们只好

把车停在路边的加油站，步行到集会。给孙

子选好凉鞋，正付钱，忽然看到前面围了许多

人，走近一看，一名大嫂横穿马路时不幸被一

辆小车撞倒在地。

如今，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农村集会越来

越多，三六九，二四八，逢一逢七全腊月，东庄

不会西庄会，只要有钱，不用跑县城，农村集

会上，锅碗瓢盆，米面油盐，毛巾被子羊毛衫，

热狗凉皮麻辣烫，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农村

市场缺乏管理，大批散乱商户，给村“理财小

组”三块钱，拉着自己的货物想往哪儿摆摊就

往哪儿摆摊。

以前，村里组织管理，让他们聚集在一条

巷里。后来又让他们统一迁移到正大街。现

在，上会的人越来越多，由巷、街又发展到了

大路上。农村道路本来就窄，只是能并排过

去两辆车，一摆地摊，使南来的车和北往的车

只好轮流着过。如有不自觉的司机“横冲直

闯”，很快就会把道路堵死。

这不仅影响交通畅通，也影响了人们的

生命安全。因此，大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交通部门应加强管理，让农村集会集中在安

全区域。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帮助消费

者规避网购陷阱，消协提醒消费者要掌

握互联网消费常识，合理规避网络风险，

选择安全网站进行支付交易，网购时最

好别蹭免费WiFi。

首先，要掌握甄别产品的基本常

识。消费者要分辨商品图片是商业照片

还是店主自己拍摄的实物照片，同时注

意图片上的水印和店铺名是否一致。此

外，要仔细查看店主的信用记录，查看其

他买家的评价。

其次，要对电商专供产品有客观的

认识。电商促销大多以“打价格战”为

主，厂家对不同的电商渠道单独定制“专

供机型”，此做法在行业内已是公开的秘

密。由于电商专供商品大都是限价生

产，厂家为保证利润，有可能压缩成本，

导致电商专供商品的质量与实体店同类

产品有差距。消费者在网购电商专供产

品时，要多看商品介绍，仔细对比，一分

钱一分货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再次，要选择安全网站进行支付交

易。在网上交易、充值时切记核对官网

地址、电话、工商执照、ICP备案号等信

息，警惕钓鱼网站和钓鱼软件。

此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网络操作习

惯。网购时最好别蹭免费WiFi，也不要

在网吧等公共电脑上进行任何支付操

作。使用公用网络，下线要先清理痕

迹。登录支付软件时，取消“记住用户

名”“十天内自动登录”等设置，避免“一

码走天下”。

儿媳因为肥胖，嫉妒婆婆穿衣

比自己好看，就用铁丝将婆婆的裤

腿扎了个窟窿，被婆婆用椅肘打伤

致死。近日，经社旗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婆婆

杜某有期徒刑10年。

2016年9月12日清晨，社旗县

唐庄乡老妇杜某，看到腿上的裤子

有一个窟窿，心想肯定又是儿媳许

某所为，就将正在平房上干活的儿

媳妇喊下来，问裤子是不是她弄烂

的，儿媳说是她用铁丝扎烂的。究

其缘由，许某说是自己长得太胖，肚

子又大，嫉妒婆婆穿衣服比自己好

看。

在此之前许某曾经撕过婆婆的

衣服，被发现后许某表示不再撕了，

所以杜某就原谅了儿媳。这次当杜

某又看到自己的裤子被许某弄了一

个窟窿后，心里非常生气，指责儿媳

言而无信，就上去撕儿媳的嘴。两

人发生撕扯，杜某将儿媳拉到屋里

继续撕抓，又拿起椅子肘打儿媳的

腿和屁股，儿媳去拽杜某的手时，杜

某一脚踹到了儿媳的胸口上，把儿

媳踹倒在地，仰面躺在地上。杜某

又拽着儿媳的肩膀把她翻转过来，

继续用椅子肘打儿媳的腿、屁股、肩

膀和头部，见儿媳躺在地上不动直

哼哼，杜某也没管就自己回屋里睡

了。

上午11时，杜某给儿媳端来米

汤让儿媳喝，看到儿媳把裤子脱了，

大腿叉开着，就说儿媳是老淫疯，不

要脸，拿起椅子肘朝儿媳的阴部捣

了两下。下午2点35分，杜某问儿

媳吃不吃月饼，儿媳说不吃，但声音

十分微弱，杜某看到儿媳脚脖处有

血，认为是筋断了，就用卫生纸擦儿

媳脚脖上的血。看到儿媳快不行

了，就赶紧给家人打电话，让把她送

医院救治。医院听说人不行了生怕

弄出麻烦，就没有派出救护车。待

家人赶回家时，发现许某的手已经

凉了。杜某认为是她杀了人，为儿

媳穿好衣服后去派出所自首。

患病去医院治疗，却猜忌医生对自

己的病情误诊，遂持刀砍伤医生。日前，

经唐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该县法院以

故意杀人罪（未遂）依法判处胡国星有期

徒刑10年。

2016年初，唐河县古城乡罗岗村村

民胡国星在外地打工患病，遂从打工地

回到唐河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医

生谢某经过诊断其患精神病，让他在精

神病科住院接受治疗。胡国星一直认为

自己没有精神病，是医生谢某对其误诊，

败坏了他的名誉，遂心生怨恨，预谋报

复。2016年4月7日，胡国星携带事先

在超市购买的彩刃水果刀和一把小刀来

到医院谢某的值班室，从上衣左边口袋

内拿出水果刀，朝谢某头部、面部乱刺，

谢某倒地后，胡国星又用随身携带的小

刀将谢某腿部扎伤，胡国星欲举刀准备

继续刺谢某时，被闻讯赶来的医生和病

人家属制伏并报警。经司法鉴定部门鉴

定，胡国星在案发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

能力。

猜忌医生误诊
持刀砍人入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