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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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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果丽儿：经历了太多，不败的只有朋友，用什么
来诠释这种特别的东西，我想，是永恒。说说你身边的朋
友和你认为可以做朋友的朋友吧！

漫画：宋晓霞

希望各个保险公司能够站在对整个保险业负责、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负责的角度，真诚做好保险业务，重视培养自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让保险业务真正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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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节日的伤痛

不再重现

回应《市区削减爆竹零售点》

隔孙淑红

一年一度的春节，洋溢着欢
庆的喜悦，然而每年总有因燃放
烟花爆竹不当导致的伤人或火
灾事故。用于增添节日气氛的烟
花爆竹成为引发悲剧的伤人杀
手，造成巨大的“节日的伤痛”，
令人警醒。

“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
全我有责”，只要大家都树立安
全防范意识，节日的烟花才能绽
放得安全，在这欢庆的日子里才
会没有遗憾！

感到恐慌

因“信息不对称”

回应《班上小朋友越来越少了》

隔李建波

人们对某一种事故感到恐
慌是源于对某一事故的不了解，
也即“信息不对称”，当“信息对
称”时，就会用已知的理论与经
验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采取相应
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可是“信息
不对称”一方面不能对疾病做出
很好的预防，另一方面，极易成
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人云亦
云、以讹传讹。

从长远看，我们应该重视的
是科普教育，让市民了解流感等
疫病知识、如何预防等。全社会
科学素养的提升，不是临时抱佛
脚应付眼前，而是长效机制的建
立，只有市民科学素质提高，政
府所制定的预防措施、政策的执
行才能到位、有效。

最生动的慈善实践

回应《专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募集
衣物》

隔孙维国

这种民间微公益具有强烈
的教育“辐射效应”，是任何空洞
的教育难以比拟的。由此集聚的
爱心扩散效应所迸发的力量更
是超乎想象。笔者就有过几次亲
历，都是老乡生病无钱医治，然
后其他老乡为其捐款。犹记得第
一次为老乡捐款时，有些人不愿
意，认为“与己无关”，但在其他
人的影响下都主动捐款。而今，
只要有老乡遇到困难需要帮助，
不管出钱还是出力，每个人都积
极参与，都从内心深处认为，这
就是“自己的事情”。

八方义工的爱心之举，就是
对慈善的生动践行。毫无疑问，
类似这样的民间微公益所产生
的“辐射效应”将会越来越多，真
切影响我们每个人。八方义工从
最初的十几个人到如今的300多
人，便是民间微公益所产生“辐
射效应”的生动例证。

@ 楚楚的天空：朋友就
是，困苦的时候想起来，即使
不联系，心里也温暖。

@17路逍遥子：不掺杂利
益，但是渗透着感情，感情这
玩意，有时说不清道不明，情
到浓处反而是一种伤害。

@月是家乡明：朋友，不
必天天见面，不必天天联系；
只要心里有你，就是值得交的
朋友。真诚的友谊不会忘记，
执着的感情不会放弃，永远的
朋友不会分离，真诚的问候不

分四季。朋友，求质量不求数
量。交朋友用心交，朋友是值
得拿命来珍惜的。

@刺头儿：朋友就是一起
哈完酒，他感觉你哈大了，一
定要把你送到家里进了房间
才肯离去的人。而此时你又不
放心他，怕他也哈大了，路上
出事。

@意寒星：但是真正意义
上能交心的朋友又有几个呢？
朋友有几个是可以不被金钱
摧毁的？

@我心乘风：真正的朋友
不用找，他一直就在你身边，
只是你习惯于忽略。

@zhangwenying：朋友就
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只要你
一句话，一个需要，能与你同
患难的人，这就是朋友。

@冰果丽儿：朋友给予了
我 许 多 我 不 曾 拥 有 的 东
西——— 希望，欢乐，泪水，感
动，气愤……因为有了这些，
我的生命才五颜六色。

来源：17路论坛

新闻：美国一家公司的一名
软件工程师把自己的工作外包
给在中国沈阳的一家公司，每年
向这家公司支付大约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0万元)，而他从自
己公司领取的工资是这个数字
的5倍。而这位名义上每天从早
上9点工作到下午5点的软件开
发工程师用大量时间在网上观
看娱乐视频，浏览购物网站。(环
球时报)

点评：万恶的资本主义。

新闻：深圳市农科大观园鳄
鱼池好几条鳄鱼因冬眠一动不
动，多人对鳄鱼池里鳄鱼的真假
产生疑问，有市民就朝着鳄鱼丢
矿泉水瓶等垃圾，有的甚者搬起
石头砸鳄鱼，致使多条鳄鱼死
亡。农科大观园的工作人员希望
市民在参观游玩时善待动物。
(深圳新闻网)

点评：怎么不把自己扔下去
验一验鳄鱼的真伪？

新闻：1月16日，深圳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玉浦称自己即将
卸任，成为普通老百姓。刘玉浦
称“表哥”、“房妹”等事件绝对是
好事，是媒体、网络的监督到位。
刘玉浦说，现在好多人不敢戴
表，甚至有代表说穿得太好怕人
家说闲话，其实只要是自己工资
买的，就不怕人说。(新华报业网)

点评：不敢戴表的是不是心
虚？

新闻：铁道部相关专家称，
无座车票打折或半价出售还存
在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比如列
车从北京开往郑州，中途有乘客
下车，有人就会坐到空闲座位
上，这又如何算呢？12306客服人
员对此也指出，“要是不卖站票，
很多人过年就不一定能回家
了”。(新华网)

点评：火车卖站票，也影响
其他乘客的舒适度，应该给其他
乘客也打折。

没有了自由思想，就没有了
头脑；没有了头脑，就挺不起脊
梁。中国人是讲骨气的，但骨气
不等于意气。骨气要真正成为骨
气，必须以思想自由为前提。只
有当思想是属于自己的时候，骨
头才是自己的，也才会有骨气。

——— 易中天

春运开始了，铁路警察又上
演了围歼票贩子的运动，都装什
么洋蒜？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
财力不是让你们来割草的，明知
这样治标不治本，明知只是在捉
前台小丑，还依旧乐此不疲。铁
路不出内鬼，票贩子又如何生意
兴隆？别再玩割草游戏了，割完
明年更茂盛，请正儿八经地连根
拔几棵让大家瞧瞧！

——— 李炜

保险发展还需“内外兼修”
隔陈涛

16日 ,记者从中国保监会烟
台监管分局获悉，保监会15日颁
布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
法》规定，自7月1日起，保险销售
人员应具备大专学历，并取得全
国通用的资格证书。据很多业内
人士介绍，现在烟台近2 . 6万名保
险营销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的从业者可能不足三成。(本报1

月17日C13版报道)

保险公司们大量吸收各类人
员从事保险销售，这虽然从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人员紧张的情况，
但也因为保险销售人员队伍的混
乱，造成保险业在社会上的声誉
度和信任度不断下降。

如何解决好保险行业遇到的
“人才瓶颈”，笔者认为，面对相关
监管办法出台的有利时机，保险
业还应该从自身做好内外兼修。

从内部来看，目前保险公司
往往醉心于盲目扩大业务，大量
招聘保险推销员，而且对从业人
员过分强调业绩，只是通过在保
险营销手段上赋予业务员较大的
自主权的方法促进销售。但也正

因自主权较大，有一些保险推销
员在并不具备良好营销能力的基
础上，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采取
一些不当手段。这就需要保险公
司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统一组织和
管理，在内部建立起有效的业务
培训、约束管理和监督体系，以进
一步规范有关人员的行为，提升
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从外部来看，因为保险从业
门槛较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目前社会上对保险营销员已
经存在了较为严重的认识偏差。
保险服务本身所提供的抵御各种

意外风险、保障投保人切身利益
的功能已经在人们的心里不断弱
化。这就必须要求各保险公司要
拿出足够的诚意，即塑造好从业
人员和公司形象，又真正做到保
险业务合理、条约全面公正、理赔
简单快速，才能保证保险公司招
到真正高素质的人才。

希望各个保险公司能够站在
对整个保险业负责、对人民群众
的财产安全负责的角度，真诚做
好保险业务，重视培养自己高素
质的人才队伍，让保险业务真正
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

救助姚传胜 释放正能量
隔毛旭松

环卫工姚传胜被撞，因为
没钱，治疗时断时续。经过报
道，数十位爱心市民到病房看
望姚传胜，不仅给他带来了救
命的治病钱，也给他带来了温
暖，带来了希望。总有一种力量
让我们热泪盈眶，总有一种感
动让我们刻骨铭心。

曾几何时，我们耳闻目睹
的负面消息渐渐多了起来，比
如1 8位路人对被撞女孩小悦
悦的熟视无睹，比如大街上老
人跌倒无人敢去搀扶，诸如此
类的冷漠事件深深刺痛着国
人的心。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

仿佛成了历史，如今的社会只
剩下冷漠和金钱。而去看望姚
传胜的爱心市民却向冷漠说
不，告诉我们爱的小桔灯仍在
传递燃烧。尽管社会并不如想
象中的那么美好，但人们心中
的善念永不冬眠。

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发
展的多元时代，乌烟瘴气与正
能量并存。好人更多有好报，
沉默的人仍在沉默地做着好
事，但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善举
往往会被忽略，因为在很多人
看来这根本就算不上谈资。

作家梁晓声曾说：如果仅
从网上看中国，我们这个国家
简直是没法让人待，更没法让

人爱的国家。但如果睁大眼睛
来 睽 诸 现 实 ，又 不 能 不 承
认——— 现实确实在渐变着，希
望像蒲公英的种子，在现实中
可喜地发芽。

“正能量”这个网络用语近
期成了热词，多元时代更需要
凝聚共识，那就是我们的社会
需要更多的正能量。因为刘盛
兰、刁娜、周江疆，我们的社会
不缺乏温度，而更多普普通通
的爱心市民也在让爱发酵，让
爱传递。

人心向善，我们都不希望
社会变得冷漠无情。而良好的
社会氛围取决于我们当下的努
力，拥抱温暖，释放正能量吧。


	J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