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二青会唯一保险合作伙伴”中国人
保集团授权代表——人保财险山西省分公司
总经理翟因华向二青会组委会递交了一份风
险保障总额为165亿元的“大保单”,标志着中
国人保集团为二青会提供的一揽子保险保障
服务方案全面设计完成，保险保障正式转入密
集的落地实施阶段。

据了解，该保险协议书所保障的险种涵盖
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组织者责任保险、财产
一切险、机器损坏保险（含车辆保险）等四大类
保险险种、数十余种风险标的，保障范围涵盖
了山西境内二青会所有赛事场馆区域的工作
人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志愿者等约6.23万人
的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同时保障赛事 49 个场
馆及附属设施、馆内机器设备、临时性建筑、重
要设备器材及服务二青会的赞助车辆等数十
项保险标的，总承保风险金额达到 165 亿元，
是一青会赛事保险风险保障金额的两倍。

二青会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省体育局局
长赵晓春说，能得到中国人保集团的鼎力保险
保障服务，是竞技体育与保险方式的完美契
合，也是国际惯例。人保集团保障二青盛会，必

将使两个品牌交相增色、相得益彰。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人

保集团）成立 70 年来，始终秉持“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的企业使命，在品牌实力、承保手
段、偿付能力、创新服务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经
验和专业优势。

翟因华说，中国人保集团驻晋机构人保财
险、人保健康、人保寿险 3 家省级分公司党委
高度重视二青会相关工作，在山西人保党建协
调委员会统筹下，成立了二青会保险专项工作
领导组和宣传服务、业务服务、理赔服务、保障
服务 4 个小组，引领全省 300 多个分支机构，
主动对接赛事组委会和各市执委会，积极推进
全省赛事场馆的保险保障服务，为赛事量身定
制了保障全面、服务周到的保险方案。

据悉，人保产、健、寿3家公司已开辟理赔
绿色通道，用专业理赔、科技理赔、快捷理赔手
段，倾全力为大赛各项活动提供优质保险理赔
服务。同时已在赛场内外组建综合保险服务团
队，设置服务位置，接受现场观众、客户及相关
人员的保险咨询，力争把二青会赛事保险服务
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李梦文）

中国人保为二青会提供165亿元风险责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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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寻霄

卢嘉翔毕业于运城中学，今年高
考，他以573分的成绩考入河海大学企
业管理学院，将在大学学习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

高考结束后，懂事的卢嘉翔一直在
家主动帮母亲摘桃子、收葡萄，酷暑晒
脱皮、雨天两脚泥，他却从没喊过一句
累，总是默默在地里干活，想尽己所能
帮家里分担些学费压力。本想着卖了果
子，他和妹妹的学费就有着落了，可偏
偏又赶上今年葡萄和桃子的收购价不
高，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显得更
加拮据。

8 月 6 日，记者在盐湖区中凹村见

到了正在地里忙着帮母亲收葡萄的卢嘉
翔，听他讲述了自己生长在葡萄藤下的
大学梦。

从“高分小白”到“高考黑马”

卢嘉翔的家看上去空空荡荡的，几
件生活必需的家具和墙上的三层书架，
就算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卢嘉翔已
经高中毕业，可是书柜上还保留着初
中、高中时的课本，并且以学科和年级
分了类，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我有一本牛津词典，上高一时老
师让我们每人准备一本。这个字典虽然
已经被我翻烂了，可是我还是舍不得
丢。我觉得书是值得保留的，不能一毕
业就扔掉或者卖掉，这上面的知识和笔
记，很多年以后翻起来说不定还会有新
的理解。”卢嘉翔拿出自己早已被翻
烂、却仍然视若珍宝的牛津词典，认真
地对记者说。

当记者问卢嘉翔，是否靠勤学苦练
才取得今天的好成绩时，他笑着说：

“并非如此。”卢嘉翔上初中时，他的成
绩还一度排名在中下游，但是他没有为
此着急苦恼、不知所措，而是沉稳地分
阶段给自己树立了目标。比如，下次考
试，语文成绩要提高20分；期末考试，
数学选择题正确率要达到70%……久而
久之，他就用这种自创的“完成小目
标”的方法，完成了考入运城中学的第
一个大目标。

“进入运中后，我发现比我优秀的
同学多了很多，我的成绩排名又开始成
了中等。最初考完试，我变得害怕看成
绩单。一段时间以后，我就鼓励自己，
一 定 要 找 对 学 习 方 法 ， 重 新 开 始 努
力。”卢嘉翔说，经过自己的分析，他
找到了一种“注重纠错”的学习方法，

从此暗暗下定决心，要开始自己的“逆
袭之路”。

卢嘉翔每次考完试后，都会认真直
面自己的错题，并且详细分析是否属于
方法错误。一旦发现是自己的解题方式
错了，他就会静下来反复思考，并寻求
老师的帮助，保证让自己完全理解正确
的解题方法。卢嘉翔说：“有时候，虽
然自己的解题方式也是对的，但是相比
于其他的方法会很浪费时间，导致后面
的题没办法做完，我就试着自己去找适
合自己的快速答题的方法，不再去想成
绩如何，只考虑方法是否正确。”

从高一时的校排名 1000 名，到最
终高考成绩进入全校前200名，卢嘉翔
运用自己细致耐心的态度和善于思考的
能力，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成
了今年高考中的一匹“黑马”。面对卢
嘉翔573分的高考成绩，母亲董玲果感
到非常满意，可父亲卢新军却十分严肃
地对卢嘉翔说：“进入大学后，更要好
好学习，只有用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
才能得到真正的好成绩。”

用知识创造美好生活

“我和丈夫是吃了没文化的亏，面
对两个孩子的学习，我们一点也不敢含
糊，家里再困难我都会供两个孩子继续
读书的。”董玲果对记者说，自己在地
里务农，种植葡萄和桃子，丈夫在市区
的菜市场卖猪肉，干的都是一些下苦的
体力活，她希望孩子们能好好学习，用
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
生活。

卢嘉翔的妹妹正在上初中，就读于
市 区 的 格 致 中 学 ， 每 学 期 的 学 费 得
5000 元。今年的开学季，卢嘉翔需要
根据入学须知上的要求，准备 8300 元

入学。对于一个月收入仅 3000 元的家
庭，两个孩子加起来 1.3 万元的学费，
让本就不富裕的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无助
中。卢嘉翔深知父母的压力，因此高考
结束后，他便主动到地里帮助母亲干
活。

“每次看着母亲晒得黑亮的粗糙皮
肤和瘦弱的身板，我心里就很不是滋
味。高中时，我每次放学回家都会经过
父亲打工的市场，看着他每天辛苦忙碌
的样子，我就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
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父母过上好日
子。”卢嘉翔说起父母的艰辛，眼里噙
满泪水。

董玲果是在朋友圈看到了《运城晚
报》“寻找贫困大学生”这一活动的，
她希望能有好心人帮帮孩子，让一家人
顺利渡过难关。董玲果说：“看到 《运
城晚报》的公益广告后，就想给孩子报
名试试。不管有没有好心人资助，我们
夫妻俩都会咬紧牙关，想尽一切办法供
娃上学。卢嘉翔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只
要能上学，我相信他一定能克服一切困
难的。”

记者问卢嘉翔，如果得到好心人帮
助，他会怎么做？卢嘉翔说：“首先，
我想把自己亲手摘的葡萄，送给好心人
尝尝。其次，进入大学只是我的初步计
划，有条件的话我还要继续读研。知识
改变命运，以后我也会把这个公益信念
传递下去，帮助更多贫困大学生走进大
学校园。”

盐湖区学子卢嘉翔：葡萄藤下的大学梦

▲卢嘉翔在帮母亲搬葡萄 寻霄 摄

你是否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却因学费“压力山大”？你是否有
一颗助学之心，却找不到合适的
平台？《运城晚报》“寻找贫困大学
生”公益活动再次起航。

自 2014 年起，每到升学季，
本报会开启“寻找贫困大学生”栏
目，给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送去
帮助和希望。5 年来，经本报牵
线筹集，先后有 119 名寒门学子
分享了61万余元助学金。近日，
本报联合央视《聚焦三农》栏目启
动了《运城晚报》“寻找贫困大学
生”公益活动第 6 季。不论你是
生活中常为父母分忧、积极乐观
的学子，还是正为孩子的学费愁
眉不展的家长；不论是家庭、升
学、勤工俭学等情况，还是教子有
方、传承着优良的家风家训的正
能量，都可以通过邮件告诉我们，

本报将继续牵手央视《聚焦三农》
栏目，向其推荐符合其资助条件
的寒门学子。

据了解，《聚焦三农》栏目“寒
门学子”公益活动的资助对象为：
1. 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的
2019 年高考生。2. 农村户籍学
生，高考成绩在一本线以上，已经
确定被一本院校录取，孤儿、残疾
等特殊学生可适当放宽条件。3.
学生性格积极向上、生活乐观、人
穷有志、富有爱心，目前为筹集学
费正在做家教、打工等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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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4097777
18635988848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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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寻找贫困大学生”
公益活动再次起航

●“这个字典虽然已经被我翻烂了，可是我还
是舍不得丢。我觉得书是值得保留的，很多年以后
翻起来说不定还会有新的理解。”

●“进入运中后，我发现比我优秀的同学多了
很多，我就鼓励自己，一定要找对学习方法，重新开
始努力。”

●“每次看着母亲晒得黑亮的粗糙皮肤和瘦弱

的身板，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高中时，我每次放学
回家都会经过父亲打工的市场，看着他每天辛苦忙
碌的样子，我就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好
好学习，将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有条件的话我还要继续读研。知识改变命
运，以后我也会把这个公益信念传递下去，帮助更
多贫困大学生走进大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