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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谨防“名师”

■ 张成林

根据省文明委统一部署，省网信办
日前制定《海南省网络文明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决定分阶段、跨市县开展网络
文明行动，完善网络内容管理制度，规
范互联网信息内容执法行为，形成全省
文明上网的良好风气。推动网络文明，
是继交通文明之后对社会文明大行动
的拓展、深化，利于营造风朗气清的网
络环境，促进社会文明整体提升。

提及网络发展，一个重要关键词就

是“速度”。从4兆到8兆，再到20兆甚
至更高，短短几年间，宽带网络接入能
力迅速攀升；从2G到3G，再到4G、5G，
移动网络速度可谓一年一变样。伴随
着网络数字的不断更新，我们在信息化
的道路上极速行驶。纵观当前社会，网
络几乎覆盖了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上网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与网速的快速提升相背离
的是，我们的网络文明却明显滞后。
我们渴望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但一
些网站到处充斥着色情、低俗、暴力内
容；我们期待网络的便利、安全，可一
些手机应用却千方百计窃取、非法使
用个人信息，一些诈骗分子更是利用
网络到处行骗；我们希望通过网络及

时获取信息，可网络谣言、网络乱象的
横行，却让我们难分是非……网速提
升本是造福群众的好事，而诸多乱象
的存在，极大消解了网络带给我们的
便利。让网络更好造福群众，我们必
须加快补齐网络文明的短板。

令人诧异的是，面对网络，不少人
成了“两面人”，在网内、网外的行为表
现大相径庭。日常生活中，自我约束，
循规蹈矩，处处表现出文明人应有风
范，而一旦进了网，便像换了一个人，
嬉笑怒骂，甚至污言秽语、哗众取宠，
丝毫不顾及自身形象。在他们看来，
生活是现实的，网络是虚拟的，既然是
虚拟的，就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假装斯
文，自己开心就好。这是当前不少网

民的上网心态，也是横在网络文明路
上的最大“拦路虎”。再加上，当前上
网多为匿名，更是纵容了各类不文明
行为的发生。

事实上，网络虽是虚拟的，其影响
却是现实的。随着网络的加快普及，
公民逐渐变成了网民，网络虚拟空间
发生的事情，时刻影响着现实中居民
的利益。比如，2011年网络群里散播
的不实信息，最终酿成了全国“抢盐风
波”；再如，今年流传的“紫菜是用塑料
做的”虚假视频，最终导致了各地紫菜
的严重滞销；又如，饱受诟病的“人肉
搜索”影响了多少人的正常生活，层出
不穷的电信诈骗让多少人深恶痛绝
……虚拟世界中发生的不文明行为，

一次次冲击着现实社会的公共秩序，
对此，我们岂能视而不见？

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空间也是
公共空间，也需要遵守公共规则、文明
约定。网络，是一个自由、多元的公共
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自我表达的新渠
道。作为新时代的网民，我们要珍惜
自己的网络话语权，分清自由与自律
的分界线，无论网上、网外都要自觉守
好文明底线。同时，相关监管部门、网
络平台也要开展好“净网”行动，对色
情、低俗、泄露个人信息等网络乱象从
严整治，切实引导各相关方文明办
网。在此次网络文明专项行动中，我
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推动网络文
明与网速提升齐头并进。

网络文明应与网速提升齐头并进

@人民日报：给高校“消消毒”。
针对“毕业女生举报遭国学研究院副
院长周某长期性侵”一事，南昌大学回
应称，正副院长免职。为人师表，朝学
生下手，最是斯文败类。南昌大学这
起案件，应交由司法机关调查。不枉
不纵，依法处理，才能以儆效尤。以地
利之便猎艳，以“合法”伤害权逼学生
就范，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践踏学生身
体，这样的人与禽兽何异？

@新华微评：遇事“踢皮球”、惯
当“二传手”，一些干部奉行“只要不出
事，宁愿不干事”，实则是缺乏担当、懒
政怠政。尸位素餐，要你何用？丁义
珍式的贪官很坏，孙连城式的庸官危
害也不小。整治“为官不为”不能止
步，树立“不换状态就换人”导向，让担
当作为蔚然成风。

@中国青年报：“领导们都站着，
让老师坐着”，背后是尊师重教的价值
观。“领导们都站着，让老师坐着！”12
月20日，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
生的这句话火遍了全网。这看起来是
件小事，却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我
们真正要做到的，是让行政力量和“官
本位”思想在校园里谦卑地俯身下去，
让学术力量和尊师重道的价值观在校
园里有尊严地抬起头来。 （张 辑）

据检察日报报道，2016年 10
月的一天，江阴市民任女士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称有位名师指导现
货贵金属交易水平高超。任女士
不假思索就加其为好友。在冯老
师的指点下，任女士陆续往账户投
了19万元，可操作一段时间后，不
仅没赚到钱，还亏了近7万元。在
冯老师的指导下，任女士继续加大
本金，可几轮操作下来，亏损越来
越大。

身为“名师”，不但赚不了钱，还
把人往沟里带，这显然是打着“名

师”的幌子，骗取投资者的钱财。事
实上，像任女士这样的受骗者不在
少数。人们生活好了，手头闲钱多
了，投资机会也日渐增多。但投资
要有理性的判断，切不可偏听偏信，
更不要被所谓的“专家”“权威”“名
师”给迷了眼。这正是：

手里有钱忙投资，
偏听偏信找名师；
暗埋陷阱私设套，
一时不慎钱尽失。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家庭医生要“签”更要“约”
针对近日热议的“我国超过5亿人有家庭医

生”的报道，国家卫计委基层司有关负责人接受
“健康中国”政务新媒体采访时回应称，目前，全国
签约人数已完成任务目标，但签约服务的推进还
不平衡、服务质量仍有待提高。

在家门口看病，看得起病，能看好病，可以说
是老百姓的心愿。对于正在开展的居民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虽然不是一对一的高端服务，但能享受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也能
够让人们感受到制度的善意。尤其是，签约服务
不仅涵盖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还包括一些常见病
的咨询等，无疑能够给居民带来便利。

不过，由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仍处于起步阶
段，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医生配置来看，
家庭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的数量还不够；而且基
层服务供给能力较为匮乏，签约服务很难满足居
民的个性化需求。这些问题和困境的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家庭医生医疗服务的体验。

“我国超过5亿人有家庭医生”自然是好事，
而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医疗服务要跟上。尤其
是对农村老弱病残居民而言，他们更渴求健康教
育、康复治疗、疾病预防、咨询指导等“保姆式”服
务。满足居民的这些医疗需求，仅有相关的签约
档案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有些居民是“被签约”，
家庭医生服务难免流于形式。

充分发挥好家庭医生的作用，真正实现签而
有约，需要提高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促进就医观
念的转变，比如，小病小痛就诊应首选签约家庭医
生，自觉遵从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提供的合理医疗
保健指导等。同时，要提升基层医疗队伍服务质
量。比如，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紧张，除了通过学校
教育、转岗培训等增加全科医学人才的数量外，还
要在激励机制上对家庭医生群体有所倾斜，将人
才留在社区、基层。

据悉，从目前来看，我们距离2020年每万城
乡居民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目标还有一定的差
距。其实，有差距不可怕，关键是把这项工作做扎
实，哪怕步子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家庭医生从根
本上而言，是纾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举
措，更是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有效保障，理应实打
实办好。 （杨玉龙）

■ 李仁虎 张丽娜

精准脱贫是一场攻坚战，如果说
贫困户是这场战役中的战士，那么各
级领导干部就是指挥员，而指挥员的
作风无疑是影响战况的关键因素。最
近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现象，让人担忧
干部作风问题不解决，脱贫攻坚怎能
如期完成？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
求，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
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
不吊高胃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
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加强考核监督。

不可否认，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
层干部在扶贫工作中付出了心血，作出
了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风气仍然在一些地方存在，
在有的干部身上还比较突出。群众反
映这些人“说得多、做得少”“道理多、办
法少”“填表多、计策少”“应承多、兑现
少”……有的干部名义上驻村包户，实
际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身在农村、

心在城里；有的表面和气热情，实际上
对群众冷暖关心不够；有的长期浮在上
面，对下情知之甚少；有的凭主观决策，
拍脑袋指挥，凭意气拍板；此外，还有上
交矛盾的，推卸责任的，糊弄过关的，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

精准脱贫的政策已经明晰，脱贫对
象、目标也很明确，各级干部也制订了
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然而，这一攻
坚战的时间紧、任务重，如果作风依然
故我，显然不能胜任指挥员的角色。因
作风问题而落伍掉队，不但害人害己，
还会贻误脱贫大业。事实充分说明，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已成为脱贫这一攻坚
战中“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障碍”，可见
干部作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打硬仗必须有硬作风。脱贫攻坚
战就是转变干部作风的攻坚战。只有
作风过硬，才能攻克堡垒，啃下硬骨
头。所谓的作风过硬，就是根扎农村，
心系困难群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讲实话，办实事，
见实效，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

脱贫攻坚的集结号已吹响，人民在
期盼，干部转变作风刻不容缓。不能让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拖了精准扶贫的后
腿，拖了群众奔向美好生活的后腿，拖
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腿。

脱贫别“拖”在干部作风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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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勇敢
海的子孙闯出致富新天地

谈到儋州红鱼产业发展带头人，
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个叫“三姐”的奇女
子——吴锦菊。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锦菊，出生在儋州白马井镇的一
个渔村，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出海
是一项很危险的事情。”吴锦菊回
忆，15岁那年，她的父亲因遭遇风暴
在北部湾海域遇难。她的丈夫叶志
健以前出海打鱼时，她也总是担惊
受怕，夜不能寐。如今，造了大船、
又有先进仪器护航，出海打鱼安全
有了保障。

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个人诚
信，吴锦菊闯出了一条渔货流通的致
富路，在当地甚至国内的渔货供应商
中渐有名气。

2007年，吴锦菊和叶志健夫妻
成立了海南本土最大的红鱼加工企
业——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红鱼加工、包装、销售等业务
的创华公司，一方面由公司的船队
出海捕捞，一方面从海南、广东、广
西等地渔民手中收购，将主要产自
北部湾的优质红鱼加工成冰鲜鱼、
红鱼干，然后通过批发商、出口企业
销往国内外。

十年的辛勤耕耘，如今，儋州创华实
业有限公司的渔货业务已从儋州扩展到
海南省各地，再由省内拓展到广州直至福
建、上海、苏州及东北三省，甚至出口到韩
国、日本等地。

据了解，为了保证红鱼的品质，
儋州红鱼干完全采用传统工艺制作
而成，不添加任何食品防腐剂；为了
确保红鱼质量安全可靠，创华公司
搭建了专门的红鱼晾晒棚，晾晒棚
围上密网，阳光可透过，但蚊虫不得

入。此外，在加工、包装等过程中，
公司要求员工穿工作服、消毒后才
可以进行作业。

为了保证红鱼一年四季供应市
场，创华公司建设了4个保温库、4个
速冻间和1个预冷库，在渔汛期大量
收购新鲜红鱼并利用冷藏技术进行
保鲜，在阳光充足的季节则分批腌
制、晾晒、加工，每年可以加工红鱼
600吨左右。

如今，儋州红鱼的美名早已蜚声
海内外，吴锦菊和全公司的员工一直
坚持用纯天然、高品质的红鱼回馈市
场消费者。下一步，公司还将进一步
延伸红鱼产业链，研发出更多以红鱼
为原料的优质产品，为儋州红鱼产业
的发展贡献力量。

回报家乡
一人富带动乡亲共致富

在儋州白马井地区，说起吴锦菊，
大家都会微笑着竖起大拇指，常听到
的一句话就是：“锦菊姐是个致富不忘
乡里的大好人啊！”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200多人，大部分都是周边村镇的农民，
很多夫妻档、兄弟组合。“我们创办公司
这些年来，从来没主动举办过招聘，员工
都是慕名前来，我们看着条件可以的，一
般都会安排岗位。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
衷，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

“我和老婆都在公司五六年了，现
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还有点
用，对生活更有奔头了！”来自木常村

的刘继波今年40来岁，由于村子周边
农田缺水，收成不好，又没别的经济来
源，家里一直很拮据，“以前有时候都
没有米下锅的。听亲戚推荐，就一起
来这里试试。现在我们夫妻俩每人每
个月平均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在公司
我负责打包，老婆负责排盘，工作轻
松，还有保险和提成。”刘继波说，现在
两个孩子越来越大，家庭也愈发和睦，
很感谢公司给了他们就业的机会。

十年来，吴锦菊和公司一直都在
主动帮扶贫困户，尤其是今年以来，作
为2017年度白马井镇脱贫攻坚帮扶
企业，公司积极响应扶贫号召，帮扶
177户贫困户，并建扶贫冰厂，为他们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先后获2005年度“全国双学双比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05-2006年度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2006
年度“海南省农村致富带头人”荣誉称
号；2008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
红旗手”荣誉称号；2009年被评为“海
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2011
年被评为“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儋
州市优秀人才”，并当选为市人大代表；
2012年被当选为海南省第六次党代会
代表、被评为“全国建功妇女之星”；
2013年被评为“全国创业妇女之星”和

“海南省科技致富带头人”……一系列
闪闪发光的荣誉，是对这位勤勤恳恳、
本分扎实的农村妇女最好的肯定。

“我们只想做好每一条鱼，每一条
真实的鱼。”吴锦菊说，扶贫，他们将永
不止步。

儋州红鱼，让渔民致富梦成真
作为儋州九大农产品之一的儋州红鱼，长期以来一直以其“红红火火，年年有鱼（余）”的吉祥寓意深得大众喜爱。深海里的神奇物种，

哺育着一方百姓，使他们能够依靠大海，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

线上线下销售结合
儋州红鱼香飘重洋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在白马井镇建有自己
的原料收购和供应基地，采取“公司+基地+渔民”
的模式，支持当地100多艘渔船出海捕捞作业，并
与其建立购销关系。此外，于2014年申请建设了
3艘280吨远洋捕捞船。

2015年，公司在三亚、儋州开设了儋州红鱼
专卖体验店，建立了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组
织网上销售团队，开发企业自己的手机App移动
商城，借助绿农u品、儋州121网店、中国邮政邮
乐电商平台等网上销售渠道，真正做到品牌推广
线上线下销售相结合。

儋州红鱼产品于2016年获得《海南省名牌产
品》称号；2017年，公司被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
《海南省农业产业化（渔业）龙头企业》称号。下一
步，公司将开发出更多健康绿色的海产品供应市
场，方便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努力把公司打造成
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优势的海产品加工企业，带动
更多渔民劳动致富，为更多贫困群体提供更多就
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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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红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