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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论场
众议

一个演员对社会的责任，不出
在他们年轻上，也不出现在貌
美上，而是他们有没有正确的
职业观。

新世说

□本报评论员 悦连城

郑爽今年过得一点也不爽。先是爆出

代孕丑闻，如今又深陷“阴阳合同”丑闻，刷

爆各大热搜榜，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4 月 26 日，微博上再爆猛料称，郑爽通

过“阴阳合同”在《倩女幽魂》（现名《只问今

生恋沧溟》）项目中获得收入 1.6 亿元，远超

业内 5000万元限薪门槛。

1.6亿是个什么概念？对某些资本巨鳄

而言，是“洒洒水”的小目标；对郑爽而言，

是不到三个月的拍摄工作日；对月薪 5000

元的广大打工者而言，不吃不喝，得从公元

前 600 多年开始攒钱——我查了历史书，那

时候，齐桓公还在。倘若是正常市场行为

也就罢了，问题在于，还存在数额巨大的

“阴阳合同”，涉嫌犯罪。

从甜美可人、性格率真的“国民初恋”

到偷税漏税、收入畸高的污点艺人，郑爽

“人设”崩塌后，谁最该被点醒？

首 先 ，该 被 点 醒 的 是 无 脑 粉 丝 。 选

“爱豆”就是选精神偶像，如果以“侠之大

者 、为 国 为 民 ”的 无 双 国 士 为 榜 样 ，见 贤

思 齐 、择 善 而 从 ，久 而 久 之 ，个 人 品 行 与

道德修养必将更加圆融。如果以品质低

下、声名狼藉的宵小之徒为榜样，以臭为

香 、以 丑 为 美 ，久 而 久 之 ，思 想 水 准 与 价

值底线必将“滑坡”。在此郑重提醒各位

小伙伴：追星是个技术活，“入坑”之前要

谨慎。

其次，该被点醒的是鬼祟同行。据业

内人士透露，有明星为了规避风险，会将亲

戚或经纪人安排在剧组，制片方将高额片

酬以各种名义拆分发放，这样看似明星片

酬是数千万元，实则关联人士收入加总在

一起可达上亿元。对此，税务和广电管理

部门已经表示，将认真落实有关通知要求，

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查处整治这些问

题。而就在此时，多个明星工作室纷纷注

销。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动机，但想

强调一点——国家有法律，行业有规范。

潜规则终究拿不上台面，玩火者一定会自

焚。

再次，该被点醒的是畸形产业。长久

以来，天价片酬、流量为王、粗制滥造的演

艺产业饱受诟病。君不见，不辨男女的流

量明星，只需对着镜头嘟嘴卖萌，一众粉丝

就大把砸钱；粗制滥造的电影，只因请了几

个流量明星，就赚得盆满钵满。演艺市场

不能无序竞争，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

汰”注定不可持续。目前，完善的行业规范

正在建立，有序的竞争机制正在形成，一旦

潮水退去，裸泳者必将无地自容。

最后，最该被点醒的是郑爽本人。对

郑爽而言，这事儿大了，并不是鞠躬道歉、

飙泪卖惨就能圆过去的，相关部门已经展

开调查，相信不久之后，真相一定会公之于

众。挨打要立正，犯错要改正。大家都是

成年人，希望她能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积

极配合调查。

据说，郑爽粉丝叫“正版”，有鼓励郑爽

做真实的自己之意。现在看来，这个代号

非常反讽——多年来，真挚赤诚的“正版”

粉丝拥戴着一个劣迹斑斑的“盗版”偶像。

问题出在哪里？陈道明说得一针见血：“一

个演员对社会的责任，不出在他们年轻上，

也不出现在貌美上，而是他们有没有正确

的职业观。”7

□吕志雄

上世纪二十年代，某地主继承祖宗资产，良

田万顷。良田租种给贫民，收田租，再置田产。

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租佃田地的佃户，要把收

成的六成交给田主，同时还要承担皇粮国税。

这样的情况下，一亩地若收百斤小麦，某地主拿

走六十斤，佃户虽说可拿走四十斤，但交了皇粮

国税后，佃户一般能拿到二十斤，甚至只有十

斤，多有卖儿卖女也难保活命的。某地主觉得

合理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而，佃

户不同意，说：“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

地主占田万顷，子孙坐收其利。没有比这更不

公平的了。”于是，佃户组织起来，围堵地主，要

求减一些地租。地主无奈，只得同意。

然而，得到旧势力支持后，地主杀了个回

马枪，强令要求恢复旧制。佃户不答应，烧了

地主庄园，地主逃去，恨得牙根痒痒，借兵重

归，大开杀戒。地主曰：“祖宗的规矩不能变，

田赋的制度不能改。”再后来，佃户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翻过身来。

这故事并非杜撰。1926年中国共产党针对

当时农民贫弱的现实，提出减原租 25%。当时

国共合作，“二五减租”后被国民党接纳。中国

共产党开始在湖南湖北积极推行。然而，“四·
一二”政变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地主反扑，湖南、

湖北、江西的工农群众被杀害的就有一万多人。

封建土地制度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

题，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却没能实现。中国

共产党从减租减息，一步步走来，最终建立了全

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

不久前，笔者在嘉兴采访一农妇。她家

田地流转，每年还能收到每亩地一千三百元

流转费，一家人办农家乐饭店，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她说：“这好日子都是共产党给的。”

然而，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风还不时

刮过来，要为地主翻案，说地主是人才，有文化

素质高。但大家想想，守着那种恶的制度，其

实所谓“仁慈”下面，都写着“吃人”两个字。事

实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符合

中国人民利益的制度，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大众才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7

只需上传一张静态图片，就可快速生成一条扭脖子、

瞪眼睛的唱歌小视频——最近，这类趣味换脸短视频在微

信朋友圈刷了屏。然而，此类产品背后依赖的“深度伪造”

技术也饱受争议。（见4月28日人民网）
所谓“深度伪造”，更合适的名称应是“深度合成”，是指借

助AI技术，实现语音、人脸、图像等音视频内容的自动合成与

生成，目前在影视、电商、教育等方面已有许多应用，但该技术

也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恶意伪造，从事诈骗等违法行为。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明确，发布深度合成视频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

估并以显著方式标识“非真实”字样，且不得用于发布虚假

新闻等场景。这是国家层面对语音社交软件和涉深度伪

造技术有关应用进行前瞻性监管，有利于发现并解决新技

术应用规范问题。

但即便如此，仍需防止技术滥用侵犯个人权益。相关平

台需严格自律，配备内容安全监督员，及时制止不良信息的传

播。从技术层面出发，研发检测识别技术，对抗深度合成的滥

用。同时，在“知情同意协议”中也应明确告知用户授权信息

的使用范围，并在醒目位置告知用户使用风险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即便同意协议内容，也不代表服

务商的行为完全合法，比如有些看似可行的条款，细细品

来实则是“陷阱条款”。因此未来仍要大力倡导平台自觉

遵守法律规定，并以严格的法律制裁之，共同保障数据安

全，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3 （张国栋）

“趣味换脸”需防技术滥用“阴阳合同”点醒了谁？

幸福不忘共产党
——“学党史、看当下”之一 据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6 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监管的意

见》提出，开展住房租赁资金监管。企业单次收取租金超

过 3 个月，或单次收取押金超过 1 个月的，应当纳入住房租

赁资金监管账户。（见4月28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多地住房租赁市场发生过企业“爆雷”“跑路”

事件，受影响的租户不仅预交的租金、押金难以追回，而且

部分租户还被房东赶了出去。此次《意见》提出，企业在商

业银行设立一个住房租赁租金监管账户，向所在城市住建

部门备案，并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向社会公示，这

是一种进步，对广大租房居住人群而言，无疑是好消息。

此外，还可借鉴保证金手段对预付金进行监管。例如，

一些地方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等，采用了缴纳固定额度的保

证金作为资金监管手段，这种做法可以借鉴到住房租赁中，即

住房租赁企业必须向监管部门缴纳一定比例或额度的保证

金，一旦出现企业“爆雷”“跑路”事件，就可以用足额的保证金

来弥补租户的损失，预防住房租赁企业出现“跑路”。

目前，轻资产、托管式住房租赁企业注册门槛较低，确

实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即企业一旦破产，就无法保障租户、

房东等方面的利益。所以，有必要重新设定轻资产住房租

赁企业门槛，提高企业注册门槛，确保企业经营实力。同

时采取设置保证金、资金监管账户等方式，多管齐下加强

对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的监管。7 （冯海宁）

租金被监管，中介“跑路”难

画中话

据新华社报道，开通借款功能，就送VIP会员；点张优惠券，就会跳转到授信贷款
页面……很多人发现，当下各种热门的APP，从外卖到出行，从视频到办公，尽管功
能各异，但时而就会跳转到与贷款有关的页面。和传统贷款渠道相比，这类基于
APP的贷款往往宣称“门槛低、审核简单、放款快”，吸引了不少年轻用户，实则年化
利率甚至超过20%，存在诱导年轻人超前消费、过度借贷的风险。7 图/徐骏

旗帜领航 决胜“大体检”
——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2021年度检修纪实

□宋敏 李荣峰 张倩旭

谷雨时节，新生萌动，中原大地处
处生机勃勃。

4月25日清晨，雨水暂歇，阳光微
露。6台高空作业车的巨型斗臂高高
擎起，马达轰鸣，一声声口号声、指令
声此起彼伏，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
年度检修现场一片繁忙。

一年365天，对于 1000千伏特高
压南阳站设备而言，2021年它只能休
息 21 天。一次全面的“体检”与“诊
治”之后，它将以最健康的姿态迎接新
一年的再次洗礼。

党建引领
筑牢攻坚克难堡垒

“今天收到这份珍贵的‘政治生
日’礼物，我既觉得荣幸又深感责任重
大。我将铭记初心和使命，当好设备‘主
人’，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年检工作……”
4月 22日，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年
度检修现场，参检党员王莉从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以下简称“国网
河南检修公司”）党委书记彭勇手中接
过“政治生日”贺卡后，庄重承诺。

王莉深知承诺的背后意味着什
么。虽然连年参加特高压南阳站年度
检修，但是今年她和同事们感受到的
压力最大。

1000 千伏特高压南阳站连接我
国华北、华中两大电网，作为“外电入
豫”的重要一环，是确保跨区电网和我
省主干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重中之
重。截至目前，该站连续安全运行超
过12年，持续实现了设备缺陷隐患整
治率、设备可用率、保护动作正确率

“三个百分之百”和 70余万次倒闸操
作“零差错”。投运12年来，该站累计
完 成 华 北 与 华 中 电 网 交 换 电 量
1078.4061 亿千瓦时，为河南电网输
送电量 384.9291亿千瓦时，减少我省
原煤消耗约10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约3819万吨、粉尘约1044万吨，为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建
设美丽河南持续作出积极贡献。

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相对电网负
荷较低的时候，正是为电网设备进行

“全面体检”和“强筋健骨”的最好时
节。作为河南主干电网春检工作的典
型缩影，也是河南主干电网最大规模

春检工程——1000 千伏特高压南阳
站 2021年度检修于 4月 20日拉开序
幕，5月10日结束，工期21天。

“计划检修设备1710台（套），检修
项目44项，较去年增加了34%，任务量
历年最多；16个工作面上参检单位达
17家、人员450余人，交叉作业面多、高
空作业多、参检单位专业之间协调难，
安全管控压力历年最大；同步进行三个
检修项目新尝试填补历史空白，对技
术、技能标准的要求历年最高。”国网河
南检修公司总工程师杨朝锋说，加之连
续的阴雨天气对工程进度的影响，考验
前所未有。如何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心
往一处想，不放过设备任何一丝隐患，
做到“该检必检、检必检好”，参检人员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圆满完成年
度检修各项任务的关键一环。

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
统，国网河南检修公司党委坚持把支
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立在工地上，成
立 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年度检修
临时党支部。编制《临时党支部标准
化建设规范化实践指导手册》，对临时
党支部组织建设、组织生活和载体活
动进行规范；以解决现场难题、完成重
点任务、强化工程管理为着力点，通过
建立“项目部+党支部”协同作战模
式，强化复杂检修作业下各部门、各专
业的横向协同、纵向联动；通过开展

“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创建、“比
质量、保安全、做工匠”现场劳动竞赛
等活动，切实提升参检党员先锋模范
意识，带动全员齐心协力保安全、保质
量、保工期，筑牢攻坚克难堡垒。

“临时党支部下设‘生产管理、安全

管理、输电中心、变电中心、特高压南阳
站、综合保障’6个党小组，把外来施工
人员纳入各党小组一体管理，坚持支委
会与每日工程协调会合并召开，统筹协
调各项工作，解决攻坚问题。”1000千
伏特高压南阳站年度检修临时党支部
书记董泉说，现场每天都会评选出“党
员安全监督示范岗、党员检修质量示范
岗、党员运维质量示范岗”，创建“每日
之星”，以鲜明的导向引领年度检修任
务“硬骨头”目标攻坚。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没有
做到位的工作。遇到困难，如果不想
方设法解决，怎么对得起胸前的党员
徽章呢。”4月 21日，当党小组组长为

“每日之星”冯顺佩戴上小红花的时
候，冯顺由衷地说。

精益求精
连续六年独立承担

“特高压南阳站，1000千伏长南 I
线由运行转检修，请立刻执行。”4月
20日 0时 45分，随着国调命令下达，
为时16个小时的停电操作正式开始。

“合上旁路隔离开关 T6316。”在
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主控室，运维
人员程朝磊通过对讲机向设备区操作
人员复诵着操作指令。与此同时，在
设备区，运维班成员姚舜、刘祐良拿着
望远镜和手电筒，对设备状态进行逐
项检查，即使现场风雨交加、灯光微
弱，也绝不放过一处死角。

停电操作全部结束，二次安措、一次
围栏布置完毕，特高压南阳站年度检修
随即启动。“特高压南阳站地位特殊，当
年度检修的集结号一吹响，就必须在有

效的停电时段内完成检修，质量、安全不
能出纰漏，时间上没有任何‘打折’的余
地。”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刘亚林说。

作为河南主干电网运维检修工作
的重要支撑力量，国网河南检修公司
在 1000千伏特高压南阳站曾经创造
了多个第一：建成我国首个特高压主
变压器工厂化检修厂房、国内首次特
高压变压器解体检修、在运特高压变
压器高压套管接线柱首次圆满更换完
成、连续6年独立承担年度检修任务，
实 现 检 修 作 业 能 力 从 330 千 伏 到
1000千伏的全覆盖。

“特高压南阳站的许多设备都是
世界首台首套，每一次年度检修都会
有不同的难题，我们必须坚持精益求
精，持续提升整体管理能力和检修实
力。”杨朝锋说，如何确保在检修作业
繁多、检修单位和人员复杂的情况下，
高效高质量完成检修任务，做好现场
质量、进度和安全管控是关键。

按照“谁来做、什么时间做、做什
么、怎么做”的思路，国网河南检修公
司提前制定了特高压南阳站年度检修

“4321作战图”，即组织机构图、检修
导览图、工作面管控图、安全措施布置
图，检修作业面一览表、危险点及预控
措施表、参检单位及工作任务表，标准
化作业指导卡、验收作业指导卡，南阳
站年度检修相关规程规范汇编。

如果把年度检修现场比喻为“开
心农场”的话，“4321作战图”就是把
检修现场 16个工作面分成一个个的
网格，自上而下逐层把工作项目划分
为若干个模块。通过网格化，“农田”
被划分为一个个“责任田”，使这些网

格成为安全、质量、进度管理的独立单
元。在“检修工作面管控示意图”中，
16个工作面的位置和工作任务一目
了然，工作面负责人、安全监督、安全
监管和验收负责人责任分工明确，由
工作面负责人总体把控检修进度，将
检修进度精确到每个小时，每一项检
修工作标准要求清清楚楚。

为精准监控工地作业和施工各环
节，该站年度检修统筹实施“人防+技防”
强化安全管控，紧抓风险防控，建立由工
作面负责人、参检单位安全员、现场安全
监督小组组成的“三级安全监控体系”，
压紧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同时，检修现
场遍布的“布控球现场监控平台”，通过
高清摄像头将作业画面传回后台直播大
屏，实时监督检修人员安全作业情况。

电气试验移动作业平台、基于物
联网 5G技术的特高压串补控保系统
智能试验装置、主变低压侧套管引线
拆装辅助爬梯……一大批创新科技成
果纷纷“亮相”年检现场，有效提高了
年度检修工作效率。

三项“首次”
誓将难点变亮点

4月 23日，苏亚慧正在对1000千
伏长南 I线线路避雷器进行检测。今
年年检，她们多了个好帮手——变电
移动作业平台。苏亚慧通过移动终端
进入该平台软件界面，按照提前编制
好的作业流程开始试验。“在移动平台
录入试验数据后，无须人工计算，后台
自动进行公式计算，试验报告可直接
上传 PMS系统，减轻了工作量，提高
了工作效率。”她说。

这是特高压南阳站今年年检“科
技引领、智慧检修”的一个缩影。“要实
现安全、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创新驱
动。”作为第一代特高压人，1000千伏
特高压南阳站站长郭凯和同事们已经
习惯了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没有经验可以参考，只能完全靠
自己。”郭凯说，今年特高压南阳站开
展三项“首次”检修项目：全国首次交
流特高压高抗整装更换，我省首次特
高压GOE型套管吊检，国家电网公司
系统首次 1000 千伏特高压 HGIS 设
备开盖点检。

“抽真空大概 24小时，需要每隔
一小时记录一次真空度数，并检查真

空泵的转向是否发生变化。后续的
充气及试验工作要连续 2 天不间断
作业……”4 月 27 日，在 1000 千伏
HGIS 点检作业现场，安全监督员杜
宇轩说话时，视线一直密切关注着检
修人员的一举一动。

“隔离开关点检为内部隐蔽工作，
对施工现场温度、湿度等外界环境要
求比较高，雨天或湿度大于 70%不能
作业，现场作业必须使用防尘棚做好
防尘措施。”杜宇轩说，为防止进罐人
员窒息，在充分通风后，含氧量大于
18%以上时，穿好防尘服的技术人员
才能进罐检修，罐外安排辅助人员一
名，随时注意进罐人员安全。

与杜宇轩一样神经一直处于紧绷
状态的乔振朋，正在不远处的特高压
GOE套管吊检现场忙碌着。“特高压
GOE套管吊检包括排油、拆卸套管、
复装套管、油务处理等 13大工序，我
们计划对8支高抗套管的紫铜底座及
拉杆进行更换，工期十分紧张，只能争
分夺秒。”乔振朋说。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河南主干
电网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复杂，
但我们有信心、决心和实力做好专业
化运维检修工作，确保电网安全可靠
稳定运行。”国网河南检修公司总经理
郝曙光说，我们将继续在谱写中原更
加出彩绚丽篇章中奉献光和热，奏响
新时代发展最强音。

检修现场开展“每日之星”党员示范评比 特高压高抗GOE型套管吊检

工作人员更换高抗GOE型套管拉杆

主变压器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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