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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网站29
日发布《中国银保监会
和人民银行发布<关
于开展特定养老储蓄
试 点 工 作 的 通 知 >》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由工、
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
在合肥、广州、成都、西
安和青岛五个城市开展
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单
家银行试点规模不超
过100亿元，试点期限
为一年。特定养老储蓄
产品包括整存整取、零
存整取和整存零取三
种类型，产品期限分为
5年、10年、15年和20年
四档，产品利率略高于
大型银行五年期定期
存款的挂牌利率。储户
在单家试点银行特定养
老储蓄产品存款本金上

限为50万元。
鉴于试点银行系

统改造需要一定时间，
试点开始时间为2022
年11月左右。《通知》要
求试点银行做好产品
设计、内部控制、风险
管理和消费者保护等
工作，保障特定养老储
蓄业务稳健运行。

下一步，银保监会
和人民银行将密切跟
踪特定养老储蓄试点
情况，加强监督管理，
确保试点安全稳健开
展，切实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同时，及时总
结评估试点情况，适时
研究推广试点经验，推
动商业银行更好服务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
险体系建设。

据银保监会网站

7月28日晚，红磡香港体育馆在举
办演唱会期间发生事故，两名演员被高
处跌下的电视屏幕击中受伤。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7月29日凌晨发表声明
表示，对事故感到震惊，并向伤者致以慰
问，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7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
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事故涉及一
块由两条钢索相连的大屏幕，初步了解
事故原因为其中一条钢索断裂。特区政
府将由康文署成立小组找出事故成因。

7月28日晚，红磡香港体育馆在举办
演唱会期间，舞台上方一块电视屏幕突
然跌落，砸中了正在表演的两名舞蹈演
员。两名受伤演员被立即送往医院，其中
一人伤势较重。

7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
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事故涉及一块
由两条钢索相连的大屏幕，初步了解事

故原因为其中一条钢索断裂。据了解，跌
落的电视屏幕重达600公斤。

杨润雄表示，特区政府非常关注事
件，将由康文署成立小组，联同机电工程
署及劳工处等相关部门，寻找专家协助

找出事故成因，并给出建议，包括制度上
及未来工作安排的改善措施等。

据报道，涉事男团7月25日开始连续
4天在红馆举办演唱会，7月28日是本次
演唱会的第四场演出，在之前的演出中

也出现了安全隐患：首场演出中，男团成
员在空中舞台表演时，舞台突然摇晃起
来；第二场，又出现成员从升降台跌落。

康文署、劳工处7月27日曾就近日发
生的舞台事件联络演唱会主办机构，并
要求其检视情况及进行改善。遗憾的是，
工作人员们并未及时排查舞台上的安全
隐患，最终酿成大祸。据悉，负责本次舞
台设计与搭建的是协兴隆工程公司。

由于这起意外，特区政府已指示演唱会
暂停举行，直至舞台结构证实安全。7月29日
凌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表
示，对于7月28日晚上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
行演唱会期间发生的严重事故感到震惊，
并向伤者致以慰问，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李家超表示，已联络文化体育及旅
游局局长，指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
相关部门全面调查事件，并检视同类表
演活动的安全要求，以保障表演者、工作
人员及公众安全。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青年报

7月29日，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对美国
籍被告人沙迪德·阿布
杜梅亭（Shadeed Ab-
dulmateen，以 下 简 称
沙迪德）故意杀人上诉
一案依法进行二审公
开开庭审理。

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
查明：2019年初，被告
人沙迪德与被害人陈
某某（女，殁年21岁）相
识，谎称自己离异单
身，逐渐与陈某某建立
男女朋友关系。自2021
年5月中下旬开始，陈
某某多次提出分手，沙
迪德不同意并对陈某
某进行言语威胁。2021
年6月14日20时许，经
事先联系，沙迪德携带
折叠刀、衣物等，到达
宁波市通途路南侧清
水桥路口公交车站附
近人行道与陈某某见
面交谈。21时48分许，
沙迪德用随身携带的
折叠刀捅刺、切割陈某
某颈部数刀，使陈某某
失去反抗能力后，又继
续戳刺陈某某面部数

刀，导致陈某某大出血
当场死亡。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沙迪德
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
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根据沙迪德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
节和对社会的严重危
害程度，依法以故意杀
人罪判处沙迪德死刑。
宣判后，沙迪德不服，
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在开庭前依照相
关规定通知了美国驻
上海总领事馆。法院为
上诉人沙迪德指派的
两名辩护律师和聘请
的翻译人员、被害人亲
属委托的诉讼代理人
均到庭参加诉讼。案件
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
保障了沙迪德与被害
人亲属的各项诉讼权
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馆官员、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各界群众共计
2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银保监会、央行发布通知：

在成都等5个城市
启动特定养老储蓄试点

浙江省高院二审公开审理
沙迪德故意杀人上诉案

红磡香港体育馆演唱会期间
电视屏幕跌落砸伤演员
初步调查原因：连接屏幕的一条钢索断裂

广东省海上搜救
中心“福景001”轮应急
处置指挥部29日通报，
经过连日来不间断搜
救，已搜寻到落水人员
遗体25具，获救的4名船
上人员身体状况稳定，
最后1名失联人员的搜
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海
事部门已成立事故调查
组，依法开展全面调查。

7月2日凌晨，海上
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
船“福景001”轮在广东
阳江附近海域防台锚
地避3号台风“暹芭”
时，锚链断裂、走锚遇
险。事故发生时，船上
共有30人。此后，该船

在海上沉没，海上搜救
力量成功救起4名船上
人员，26人失联。

广东省海上搜救
中心协调各方力量，在
超过一万平方海里的
海域开展空中、水面、
水下立体搜救，共计调
度船艇5713艘次、飞机
81架次。目前，遇难者
善后工作基本告一段
落，获救船上人员身体
状况稳定。

海事部门已成立
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
全面调查，彻查事故发
生原因，调查结果将及
时向社会公布。

据新华社

遇险船舶“福景001”轮
25具落水人员遗体已找到

近日，《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
神内耗》的11分钟视频爆火。UP主“衣戈猜
想”在视频中讲述了二舅“阿甘”式活着的
故事，向众多网友内心注入强大“治愈力”。

“二舅”由此成为全网关注焦点，也引发各
种争议。其间，关于“二舅叙事”真实性的质
疑声不绝于耳。7月29日，“二舅”的多位邻
居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介绍了其生
活的更多细节。此外，也有媒体跟进采访，
使得现实中的“二舅”形象更为立体、清晰。

事实胜过雄辩，所以需要把事实“拉
出来溜溜”。

视频的“二舅叙事”可以概括为：“天
才少年”初中时打针落下残疾，自此离开
校园，学会了木匠手艺，帮人做家具成了
他的谋生手段。他经历了一场不符合社会
伦理的爱情，无疾而终。其后领养了女儿
宁宁，并在宁宁结婚时，拿出一点点攒起
来的十几万积蓄，给宁宁在县城买房子。
66岁的他，悉心照顾着88岁的母亲，出门
干活也带着。

而根据各路媒体“回访”信息，二舅确
实以木工为业，其身残志坚，活出自我的“人
设”并没有倒塌。但“衣戈猜想”在视频中的
叙述确实和乡邻信息在时间和看法上有出
入之处。例如，原卫生院老院长表示，二舅得
的是小儿麻痹，不算直接打针打坏的；二舅
88岁的母亲由5个儿女共同赡养；早在上
世纪90年代，二舅就办理了残疾证……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必须较真的话，
老院长等人的说法也需要进一步甄别。此
外，人们也不会因为“五个子女共同赡养”
就认为二舅照顾母亲的情节失真。正如

“二舅”的多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视
频内容“八九成是真的”。

既然如此，就不必苛求一个“符合完
美想象”的二舅。公众的视角、观感，和叙
事样本的呈现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错位”，这是客观事实，难以避免。我们并
不能要求某个作品的主人公，必须完全符
合我们的要求，否则就不能成立。以个体
的人生体验，去“挑剔”他人的人生经历，
顺我者“佳”，逆我者“劣”，显然是可笑的。

也有人纠缠于up主这一作品的“幕
后”，认为其立意和性质存在硬伤，甚至只
是在歌颂苦难、消费苦难。其实，对一则11
分钟的视频作品，本该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原不必上纲上线，予以先入为主的苛
责。视频拍摄者作为二舅的亲属，在叙事
角度和内容以及评价方式上有所安排是
无疑的，但没有另造一个“二舅”，更不至
于“居心叵测”。

“八九成真实”的二舅，依然令人动
容。世间的二舅，和视频中的二舅，确实不
完全一致。但一个主体真实度很强的人
物，一样在我们内心投射了深沉的人性之
光。二舅人生的不幸，是我们所熟知的“不
能承受之重”，可以说，很多村庄都有一个

“二舅”。而二舅在这种情境中的挣扎、坚
守、热爱，在“渡”了他自己的同时，也让无
数人领略到了不惧命运、坚韧不拔的震撼
性。做一个强大的“歪子”，不做迷茫的“树
先生”，更以一己之力展现爱的胸怀，这是
二舅给这个乡村社会作出的贡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费十年

日前，《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
我的精神内耗》的11分钟视频爆火，

“二舅”成为全网关注焦点。7月29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实地
探访了“二舅”的家。他的多位邻居
向记者介绍了其生活的更多细节。

视频大火之后，“二舅”暂时离
开了他的村庄。在河北这座小村
庄，“二舅”家在村里的一条小道
旁，视频中出现的三轮摩托车还停
在门口，但大门紧闭，屋内并没有
声响。据邻居介绍，“二舅”和母亲
已经被女儿宁宁接到了县里，这几
天都不在家。

视频拍摄者为“二舅”的外甥女婿

多位邻居称，“二舅”确实以木
工为业，近几年还会偶尔做工，也
会帮助邻居们做一些简单家具的
维修。邻居还告诉记者，视频拍摄
者并非“二舅”的外甥，而是其外甥
女婿。

村里一对都办理了残疾证的老
夫妇告诉记者，“二舅”早已拿到残
疾证，残疾补贴金额一开始约每月
三四百元，如今已经有所提高。该村
村支书表示，“二舅”在上世纪90年
代已办理残疾证，享有帮扶政策。

关于视频的拍摄，村支书称，
“他（up主）老婆是我们这个村的，
他前几天回来探家拍了这个（视
频）。”邻居们介绍，“二舅”家中还
有4个兄弟姐妹，88岁的母亲由5个
儿女共同赡养。

为“二舅”打针的医生已去世

多位邻居称，对“打针打坏了”
这样的说法有所耳闻，但“二舅”腿
上的残疾“县里的卫生院”比较清
楚。记者了解到，这个卫生院已降
为村卫生室。卫生室医生称，那位
把他腿“打坏了”的医生早已去世。

该卫生院的退休院长也表示，
为“二舅”打针的医生已经去世。老
院长说，他也曾为“二舅”看过病，

“这个事我知道，一开始是高烧，后
面打完针后就出现这个情况，后来
是麻痹”。在老院长看来，“二舅”患
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并非打针（直接）导致残疾，这一疾
病目前已在该地区得到有效遏制，

“发了糖丸（指脊髓灰质炎疫苗）以
后就再也没有那个病了。”

记者对话“二舅”的妹妹：

他日子过得苦，却是最棒的人

7月29日，记者采访到了“二
舅”生活在邻村的妹妹。再次看到
这条视频，不到两分钟，她便哽咽
了起来，再也看不下去。她回忆称，
小时候家里忙着“挣口粮”姊妹5个
都没有一直读书，但哥哥很聪明，
针灸、木工、乐器、绘画都靠自学。
通过与妹妹的对话，一些争议和质
疑得以清晰，一个更加真实的“二
舅”得以呈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是什
么时候看到视频的？视频里的“二
舅”和你二哥是一样的吗？

妹妹：视频里面讲的和我认识
的二哥一样，拍的都是事实。（感情
经历和当兵的堂弟）都是真的，那
个当兵的堂弟现在也六十几岁了。

我也是前几天才看到的视频，
是在朋友圈刷到的，家庭群里也发
了。看视频的时候很感动，看哭了，
我们姊妹几个看完后心里都很难
受，很心疼二哥，二哥是真苦。在我
心里，二哥是最棒的人。

拍视频的是我妹妹家的女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视频说

“二舅”年轻时被村医打针打瘸了，
这是怎么回事？

妹妹：二哥当时刚上初中，发
高烧，在村里的小诊所，被赤脚医
生一天打了三四针，打完针后，就
站不起来了。

当时家里没钱给二哥去大医院
治病，也不知道具体得了什么病，后
来卫生院的人都说是小儿麻痹症。
给二哥打针的医生是村子里面的医
生，十几年前已经都去世了，家里也
没有恨过他，觉得是个意外，二哥自
己也没表示过什么想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他是什
么时候学木工的？

妹妹：哥哥生病在家里，心里
很不好受，瘸了之后在家里躺了一
年。这一年里，二哥看见什么东西
都自学，什么受欢迎就学什么。他
很聪明，学什么就会什么。当时二
哥腿疼，就看医书，自己给自己针
灸，自己给自己输液。二哥在病稍
好的时候，就开始自学木工，在家
里自己做锤子这些，都是自己学
的，没有拜师傅。这么多年二哥都
是靠做木匠过活，别人家需要打家
具这些都找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母亲一
直是“二舅”照顾吗？

妹妹：我们姊妹一共5个人，有
个大哥，“二舅”是二哥，我排老三，
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姊妹们基本
上一人1个月，轮替着照顾母亲，最
近一直是二哥在照顾母亲。我母亲
没有低保，每月我和我二哥都会给
她买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二舅”
没成家，家人没有劝劝他吗？能和
我们讲讲关于宁宁的事情吗？

妹妹：当时有人给二哥说媒，
但是我们也没劝过他成家，因为他
毕竟腿不方便，自己都养活不了，
也养活不了别人。

宁宁生下来第二天二哥就把
她抱回来了，是我把她养大的，一
直养到出嫁。二哥在外面给人干木
匠活，他一个人带不了孩子。宁宁
现在在城里生活，她非常孝顺，每
天都给我打视频电话，基本上每半
个月就回村里看望我们。

宁宁有时候也把二哥接到城里
去，但是二哥不愿意去，有时候去住几
天又回来，因为家里还有个老母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视频火
了之后很多人说想给“二舅”捐钱，
你会要吗？

妹妹：我们不要捐钱，现在的
生活比起过去已经很好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倩 实习记者 周炜皓 李毅达 实
习生 曹闳禹

“八九成真实”的二舅
依然令人动容

记
者
实
地
探
访
﹃
二
舅
﹄
的
家

给“二舅”打针的医生已去世了
家里没有恨过他

杭州市滨江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官方微博29日发布核
查通报。

通报称，网传“22
岁女孩加班猝死”，该
局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经核查，当事人徐某某
2021年9月27日进入杭
州慕克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实习，2022年7月1
日取得毕业证书后正
式入职，从事直播运营
工作。7月5日起因身体
不适请假，7月8日到浙
二医院滨江院区就诊
并入院治疗，7月26日
不幸去世。

经查，该企业日常
工作时间为11：00——

20：00（午餐和晚餐各
休息一小时），直播运
营人员如夜间开展直
播的，第二天给予同等
时长补休。根据当事人
请假前10天考勤记录，
有6天存在夜间直播的
情况，均已在第2天安
排补休。虽然当事人在
此期间每日工作时长
未超过法定上限，但该
企业在用工管理上存
在不规范行为，将严肃
查处，切实保障劳动者
合法权益。

对女孩的去世，深
感痛惜，已督促该企业
对家属进行人文关怀
和救助。

据滨江人社官微

员工因加班猝死 公司到底有没有责任？追踪

事件核查情况通报发布：

企业在用工管理上
存在不规范行为

“二舅”家门口的小巷

“二舅”妹妹

现场施救

二 舅 治 好 了 我 的 精 神 内 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