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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1951 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
革命根据地进行慰问。其间，有一位叫
贺页朵的江西永新农民专门找到慰问
团，激动地把一块折叠整齐的破旧红
布递到了慰问团负责人的手上。红布
中间用毛笔写着五列竖排大字：“牺
牲个人，言首（严守）秘蜜（密），阶级
斗争，努力革命，伏 （服） 从党其
（纪），永不叛党”。在字的上方还有

三个英文字母“C.C. P.”（中国共产党
的英文缩写），两侧分别写着“中国共产
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一九卅一年
一月廿五号”，还各画了一个五角星和
镰刀斧头图案。这是一件记载着中国共
产党早期入党誓词内容的实物。

同年，中央宣传部将这份难得的入
党誓词转交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由该馆保存并对外展示。它是我党早

期入党誓词的一份珍贵物证，既反映出
我党早期就注重在党员入党时要求宣誓
的客观事实，也体现了当时党员入党誓
词的主要内容。

关于入党誓词，早期是没有写入党
章的，既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统一内
容，直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入党誓词
才有了明确的规定，统一了内容，并写入
了党章。入党誓词在不同时期内容各不
相同，在同一时期不同支部也有差异，入
党誓词拟定较为灵活，一度甚至党员也
可自拟。历经沧桑，当年贺页朵的入党誓
词与今天我们在党章里所见到的入党誓
词有很大的区别。

贺页朵是江西省永新县才丰乡北田
村农民，1927 年投身革命。他以榨油职
业为掩护，为红军搜集情报，还多次参加
红军战斗的后勤保障工作。1931 年 1 月
中共永新县四区区委根据贺页朵的要求
和表现，同意吸收他加入共产党。入党那
天他找来一块红布，在自己的榨油坊内
写下了庄严的入党誓词。由于贺页朵文
化水平较低，识字不多，仅有 24 个字的
入党誓词他便写错了 5 个。但是，这丝
毫没有影响到贺页朵宣誓时的神圣感，
这份入党宣誓书依然熠熠生辉。

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对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极其残酷的“围剿”，
1934 年贺页朵在一次伏击战中负了重

伤。由于不能跟随红军一起长征，又身陷
敌人白色恐怖之下，他失去了与党组织
的联系。但是他的革命斗志和对党的忠
诚并没有丝毫的减弱，他时刻谨记着入
党时所立下的“初心”。然而，在当时他
却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处境，如何处
理这份入党宣誓书呢？因为如果万一被
敌人查获，他就会受到灭顶之灾。为防止
敌人查获，他把入党宣誓书包在油纸里，
而后再把油纸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里，每当贺
页朵遇到困难或感到迷茫时，就拿出这
份冒着生命危险掩藏的入党宣誓书诵
读，从中汲取革命斗争的力量。这份入党
宣誓书于贺页朵而言就像一盏明灯，照
亮了他前行的路，照亮了他头顶上的黑
暗。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锤炼了党
性，加强了修养，提升了境界，为后人树
立了“不忘初心”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班开班式上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
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
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贺页朵冒着生命危险珍藏入党宣
誓书，不忘革命斗争，在“私底下、无人
时、细微处”锤炼党性，他的行为无疑便
是对“政治本色”的生动诠释。学习时报

藏在屋檐下的入党誓词

“在符合条件的混合
所有制企业中实施员工持
股，有利于将国有资本与
人力资本的创造性劳动结
合起来，把核心员工与企
业的长远利益‘绑定’，同
时还有利于完善企业的公
司治理。”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企业所国企研究室
主任项安波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来，随着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作为
其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员
工持股进程颇受关注。记
者梳理发现，除早前国资
委提出抓好 10 家央企子
公司的员工持股试点外，
目前已有包括北京、上海、
山东、湖北等 20 余个省
市出台了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的相关文件，其中员
工持股成亮点。

如北京在去年年底出
台了《关于市属国有控股
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
持股试点的实施办法》，
分别从员工范围、出资来
源、出资方式、入股价格、
持股比例等十个方面进行
了详细规定，同时明确员
工可以用货币、科技成果
入股方式出资。

而今年 3月份，记者
从北京市国资委了解到，目
前北京市员工持股试点工
作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生活
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
域，并且已经初步圈定北汽
新能源、庆丰包子铺、正达
坤顺等 6 家企业作为试
点，按照北京国企分类上述
企业均为竞争类企业。

作为国企改革中的先
锋军，上海自然不甘落后。
今年 1 月份上海发布的

《关于本市地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
企业员工持股首批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提出，将推进上海地方国有企业
员工首批试点工作，选取 5 家至 10
家企业开展首批试点，并对企业分类、
股权结构、管理制度、营收来源等条件
作出了限制。随后，在 2 月份召开的
上海国资国企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妥推
进 10 家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试点员工持股。

除此之外，吉林、湖北、陕西等省
份也相继公布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
员工持股试点的落实意见或方案。

在项安波看来，混合所有制企业开
展员工持股的最大难点在于，既要“激
励员工”，避免将激励性措施变为福利
性待遇，又要防范利益输送以及避免内
部人控制。从目前情况来看，政策层面
对于员工持股的要求比较严格，现行政
策虽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
股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空间比较有
限。而上市公司、辅业改制企业和科技
型企业整体来看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

“要注意的是，日后在推进员工
持股工作时，还需要与其他领域的国
企改革工作相结合、相适配。如结合国
企分类改革来进一步明确员工持股中
的优先领域，结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和公司治理改革来发挥员工持股的积
极作用等。”项安波对记者说。

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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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下二维码，钱就没了！近几年，
随着手机支付的日渐普及，扫二维码
支付带来新的资金安全风险。

案例：
赵某是一名微商，通过朋友圈销

售化妆品。2016年 4月 24日上午 11
时许，一名微信昵称为“美美”的人加
了她的微信，称想买一只眼霜。付款时，
“美美”让赵某进入微信钱包首页，将
付款二维码发给她，她扫码进行付款。
赵某按照对方说的将二维码发了过去，
但是对方说二维码超时失效，让再发。
于是赵某又重新发送，前后一共发了三
次。之后，短信提醒赵某微信绑定的银
行卡已分三次消费共计1500元。

2016 年 10 月 9 日 23 时许，北
京市民张女士发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
汽车上贴有 “扫二维码交罚款”的
“违章罚单”，她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后，出现 “向某交通支队转账 200
元”的界面。由于账户内资金不足，张
女士未转账成功，在朋友的提醒下她
怀疑遭遇诈骗。警方通过大量走访摸
排，锁定了嫌疑人杨某。经查，杨某伪
造了罚单，留下自己的微信转账二维
码，打印后在街头张贴。随后，杨某被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揭秘：
支付二维码是一种常用的二维码，分

为两种：收款二维码与付款二维码。顾名思
义，收款二维码就是收款方向付款方出示，
付款方扫码支付钱款；而付款二维码则是
付款方向收款方出示，收款方扫码收款。虽
然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如果将这两种
二维码混淆，很容易遭受财产损失，案例中
的赵某就是如此。

为了保证用户的资金安全，一些第
三方支付公司已对支付二维码进行了适
当的调整，当对付款二维码进行图片保
存（截屏操作）的时候，付款二维码会立
即失效，必须重新生成。这样就避免了犯
罪分子远程骗取事主付款二维码盗刷事
主资金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截屏会使
付款二维码失效，如果使用另一台手机
拍照的话，二维码依旧是可以使用的。

除了混淆收付款二维码实施诈骗，偷
梁换柱也是常见的一种模式。犯罪分子将
一些正规的二维码偷偷更换成自己的收款
二维码，事主在付款时，实际上是将资金转
到了犯罪分子的账户上。有的犯罪分子甚至
将木马病毒链接制作成二维码，当事主扫码
时，犯罪分子就会直接盗刷事主手机银行资
金。近期有一些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也成
为犯罪分子的目标。 人民日报

北京警方揭秘二维码支付骗局

近日, 记者从山东省淄博市公安
局张店分局获悉,民警抽丝剥茧,端掉
了一个披着卖藏品的外衣、专门诈骗
老年人的团伙,23 名成员全部被抓捕
归案。

领点小礼品赔了十来万

2016 年 11 月,60 岁的刘大爷到
张店分局公园派出所报案称, 自己花
10余万元买了藏品,本来每个月都能
领到增值的费用 1000 余元, 已经领
了两个月了, 可当他再次到公司领钱
时,这家公司关门了。经过调查,有这
种遭遇的老人不在少数。

2016 年 7月,刘大爷在淄博人民
公园锻炼身体时, 一个年轻人给他发
了一张传单, 上面说可以到位于钻石
商务大厦的藏宝阁商贸有限公司领小
礼品。闲来无事,刘大爷就跟着业务员
去了。

到了这家公司, 业务员领他去听
课。刘大爷开始了解到,这家公司是卖
邮票、字画、连号外币等藏品的。购买
了他们的藏品之后, 就可以坐等藏品
增值,比存银行和买理财产品都划算。
听完课后,刘大爷领着礼品回家了。

此后,他经常接到业务员的电话,
在业务员的鼓动下, 他到公司去了多
次, 看着业务员从电脑上调出各种资
料: 今天这个绝版的邮票拍卖了几十
万元, 明天那幅字画又炒到了几百万
元。这期间,他还听说不少购买藏品的
人每个月都能领到增值的钱, 刘大爷
心动了,陆续花 10 余万元购买藏品,
放在藏宝阁商贸有限公司代为保管。

2016 年 9 月和 10 月,刘大爷分
别按时领到了 1000 余元的增值费
用, 当时他还觉得自己这笔投资挺划
算,可没想到,11 月再去时,公司已经
人去楼空了, 业务员的电话也无法接

通。

老人掉入藏品诈骗陷阱

随着调查的深入, 民警发现掉入
藏品诈骗陷阱的老人不在少数。据介
绍,涉及诈骗的公司共两家,一家是华
夏典藏商贸有限公司, 一家是藏宝阁
商贸有限公司。民警梳理发现,这两家
公司的诈骗方法和模式一模一样,遂
并案调查。据初步统计,被骗的老人超
过 300 人,涉案 900 余万元。

“这个案件涉及人数众多,涉案
数额巨大。受骗的都是老年人,被骗的
都是他们辛苦攒下的养老钱, 我们在
破案的同时,不断地安慰老人。”民警
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破案,帮老人追回
损失,张店警方成立了专案组。此时,
民警发现, 这两家公司都已经人去楼
空, 嫌疑人注册公司使用的是假身份
证件, 对外联系电话登记的信息也是
假的, 就连公司所有工作人员的姓名
都是假的。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一遍遍了解情况, 民警发现老人
都能描述出给他们讲课男子的外貌特
征。通过分析研判,最终确定这名讲课
的男子是王某,1994 年出生, 黑龙江
人。

嫌疑人携女友三亚度假

2 月 21 日,民警得知,王某带着
女友在三亚度假,便立即奔赴三亚,将
王某及其女友抓获。据介绍,王某与女
友都是诈骗团伙的主要成员。根据王
某的交代, 这个诈骗团伙的内部架构
和诈骗方式被揭露出来。该团伙从网
上雇人在老年人聚集的场所发放传
单,用小礼品将老人引诱到授课地点,
由王某负责给老人洗脑。

“因为老年人对电子产品不熟
悉, 他们就制作假的藏品照片在电脑

中展示,声称他们销售的藏品是绝版,具
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办案民警介绍,经
过一番洗脑后,公司“骨干”一遍遍给老
人打电话,通过“温情”服务,让老人一
次次购买藏品。

其实, 诈骗团伙销售的邮票只是普
通邮票,字画都是赝品,所谓的连号外币
也只是价值很低的秘鲁币等。将这些不
值钱的东西包装后,高价卖给老年人。其
间,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增值费发放,等敛
财到一定数额就携钱跑路,人间蒸发。

据王某交代, 团伙内部人员之间并
不熟悉, 在公司里, 他们用的都是假名
字、假身份,一旦跑路,用过的手机卡、资
料等一一销毁。

团伙成员多数为 90后

3 月 15 日,经过缜密侦查,民警发
现了整个诈骗团伙的幕后老板赵某。此
时,赵某已经在临沂注册了类似的公司,
准备再次敛财。事不宜迟,专案民警立即
出动,奔赴临沂,将包括老板赵某在内的
21名涉案人员全部抓捕。

原来,打着华夏典藏商贸有限公司、
藏宝阁商贸有限公司旗号销售假藏品的
就是赵某及其团伙。赵某 1987 年出生,
此前参与了类似的藏品诈骗团伙, 感觉
有利可图,就自己出资注册了两家公司,
于 2016 年 3 月来到淄博, 租用了 4 处
高档写字楼,专门从事诈骗。这个团伙分
工明确,有财务人员、授课人员、拉拢客
户的业务人员等, 涉案人员各自扮演角
色、分工合作,一旦敛财到一定数额,就
更换诈骗地点。

据介绍,该团伙成员多数为 90 后,
这些人感觉诈骗来钱快, 明知道是犯法
却为利所驱, 频频作案。张店警方收网
时,他们已经在临沂另起“炉灶”,准备
再次实施诈骗。目前,涉案 23人全部被
依法刑事拘留。 法制日报

300余老人购“绝版”藏品被骗 900 万

有关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好消息
不会让大家久等的新闻一经传播，进
一步点燃了军事爱好者们对国产航母
关注的热情。军事专家曹卫东在接受
北京电视台《军情解码》采访时表示，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完全是靠我们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力量完成，但它并不是
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母舰，从客观标
准来看，这艘航母符合我们的国情和
需求，这也表明，我们没有威胁任何
人，也不惧怕任何敌人。

媒体报道称，从 3 月以来网络上
的照片显示首艘国产航母已涂装红色
底漆，舰岛上已开始安装玻璃及相控
阵雷达等设备。最近曝光的照片更显
示已开始清理甲板，可能于近期下水。

军事专家尹卓认为，从最近曝光
的照片上看，首艘航母的舰岛基本建
造完成，船底部的动力以及舱室布局
也安装完毕，甲板已经封口。同时，在
船体外部涂上了红色的底漆，也就是

防污漆，这种漆有一定毒性，所以涂完以
后不会长期在外曝露，可见首艘国产航
母距离下水的日子不会太远。

在 3 月 30 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提问首艘国产航母是否有可
能将于 4 月 23 日下水时，国防部新闻
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
表示，“我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在开展舾
装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关于进一步的好
消息，我相信不会让大家久等。”

谈到首艘国产航母的亮点，曹卫东
认为，首先，目前世界上能够独立建造航
空母舰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首艘国产
航母完全是靠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力量完成，航母上的舰载机起降设施、雷
达通讯设施、无线电设施等技术都很过
硬，这说明我国国防工业水平有很大提
升；其次，这艘航母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先
进的航空母舰，但它符合我国国情和需
求。这也表明，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但
是也不惧怕任何敌人。 中国青年网

专家谈首艘国产航母：国防工业水平有很大提升

三潭印月、苏堤、断桥、雷峰塔是
杭州人再熟悉不过的景点。不过你肯
定没有见过，画在茶叶上的杭州美景。
嘉兴有个画家叫颜成荣，他把杭州的
美景定格在了一片小小的龙井茶叶
上。在刚刚结束的杭州西湖龙井茶艺
文化节上，颜成荣带来的“龙井茶叶
画”，让人耳目一新。

需将茶油蒸发茶叶晾干

4 月 4 日清明时节，颜成荣在嘉
兴梅花洲景区西街的工作室外，继续
创作他的“采茶姑娘”，“画布”则是
一片小小的龙井茶叶。

“茶叶是我前几天在西湖龙井村
采的。”颜成荣告诉记者，他看到了当
时采茶的画面，想到了要创作这样一
幅作品。在小小的龙井茶叶上，采茶姑
娘的表情生动，神态栩栩如生。

除了这幅采茶的作品外，颜成荣还
拿出了三潭印月、苏堤等之前创作的茶
叶画，“我打算在龙井茶叶上，完成杭州
24节气系列作品。”颜成荣说。

在龙井茶叶上作画，需要将茶油
蒸发后，晾干底色，再用丙烯颜料手
绘。最难的部分在于茶叶的面积小，
“整个作品需要有完整的构思，中间
不能作任何修改，画错一笔就要从头

来过了。”颜成荣说。
据颜成荣介绍，最开始在茶叶上作

画，源自于“千年茶马古道”的概念，他
认为茶叶是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元
素，也是中国最早的出口商品之一，“在
茶叶上进行写意的中国绘画，可以赋予
茶叶新的内涵。”

就地取材树叶成“画布”

在许多人眼里，颜成荣是个极为特
别的画家，他很少选择画纸作画，而是喜
欢在自然界里就地取材。

除了龙井茶叶外，银杏树叶、粽叶、
南湖菱等都成为过他画画的载体。在
2012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颜成荣创作
的南湖菱画获得金奖。2015 年，他创作
的七彩蝶银杏叶获得浙江省旅游商品大
赛金奖。在 2017 杭州西湖龙井茶艺文
化节上，茶叶画受到了国外友人的欢迎。
京剧脸谱、园林景观等中国特色元素是
他绘画的重要主题，已经完成的作品
“乌镇 24 节气”，就反映了乌镇一年之
中景色的变化，“嘉兴十二景”也呈现了
在不同季节之下嘉兴的变化，他还在鸡
蛋上完成了清明上河图。

去年，G20杭州峰会受到了全世界的
瞩目，他创作名为“西湖印象”的作品，画在
银杏叶上，一套十张，非常受欢迎。杭州日报

嘉兴老画家绘“杭州 24节气” 树叶成“画布”

4月 5日，市民刘先生拨打热线反
映：自己因为和室友开玩笑，被室友一拳
打断鼻梁，现在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记者见到刘先生时，他还在医院接
受治疗。“当时脸上身上都是血，鼻梁
歪了。”刘先生的朋友介绍了当时的情
况。刘先生和李先生是朋友，也是合租
室友。4月 4日清明节晚上，刘先生先
到家，由于是传统的“鬼节”，加上平时
刘先生就喜欢和朋友开玩笑，于是想出
了扮鬼吓室友的恶作剧。

于是，刘先生戴上以前在网上买到
的“鬼脸面具”，听到室友李先生开门
声，便藏到了李先生的衣柜中。李先生
刚进卧室准备换衣服，他便突然跳出
来。谁知李先生在被吓得尖叫的同时，
一拳重重地打在了刘先生脸部。“当时
鼻子瞬间就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往外
喷血，李先生也吓呆了，赶忙将刘先生

送到了医院。医生说刘先生鼻梁骨粉碎性
骨折，不光需要治疗，还需要通过整形等
方法进行恢复。”刘先生的朋友说。

刘先生说：“除了进医院当晚李先生
掏了600多元费用外，没有再收到李先生
一分钱，而且他一直没有露面。我今天早
上就赔偿问题和他通电话，他表示不会赔
偿我一分钱。我的鼻梁被他打断了，他却
拒绝赔偿，所以想通过媒体调解一下。”

记者电话联系了李先生，他说：“当时
吓得我脑子一片空白，感觉心脏都停跳
了。其他时候开这种玩笑就有点过分，更
何况是清明节。我那一拳是本能性的保护
自己的举动，不是我主观故意，所以我才
觉得是对方的责任，我不应该赔偿。”

4 月 5 日下午两点半，双方最终达
成协议，治疗费用全程由李先生支付，而
随后的整容和恢复费用由刘先生自己承
担。 中国青年网

男子清明节扮鬼吓室友 不料被一拳打断鼻梁

4 月 9 日，杭州又迎来阴雨天。在涌金门，游客们雨中游西湖，不负春光。 徐晖 摄

杭州：雨中游西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