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19年6月1日
责任编辑：郭建生 E-mail：gjs1962@sohu.com 民声

■童其君

据媒体报道，5 月 28 日，国家网
信办统筹指导西瓜视频、好看视频、
全民小视频、哔哩哔哩、秒拍、波波视
频、看了吗、微视、A站、美拍、小影、
梨视频、第一视频、微博 14家短视频
平台，以及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PP视频4家网络视频平台，在“六一”
儿童节到来之前，统一上线“青少年
防沉迷系统”。加上此前试点的抖
音、快手、火山小视频平台，国内已有
21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了“青
少年防沉迷系统”。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
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
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同样
的道理，好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可
以最大限度防止青少年沉迷短视
频。以往青少年进行巨额充值和打
赏，问题可能就在于没有制定一个

“好制度”，使得青少年沉迷网络，不
能自拔，毒害青少年。欣慰的是，国
家网信办在总结前期试点工作经验
基础上，全面推行“青少年防沉迷系
统”，除了全面覆盖短视频平台，还
首次将主要长视频平台纳入防沉迷
体系，实行统一标准，进一步提升对
青少年保护力度。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旦伤害
到良心，就会遭遇到报应。”马克思
在《资本论》里说：“一有适当的利
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
有 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
用；有 20％，就会活泼起来；有 50％，
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 100％，就
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 300％，就
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
危险。”从本质上来说，网络视频平
台也是经营机构，因而，网络视频平
台全面推行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这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不容
乐观。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
是比较渺小的。可以说，防青少年
沉迷不可能一蹴而就，防青少年沉
迷系统也绝非一劳永逸，不仅要建
设好，更要管理和使用好。

令人忧心忡忡的是，一些小视频
内容不健康，靠低俗来吸引观众；更
有一些所谓的主播，屡屡做出一些出
格的事来：西瓜、美拍不主动提示青
少年模式；前不久，抖音、快手向青少
年推送内容含广告链接；多家平台内
容不宜青少年，火山搜出“摸胸舞”；
等等。试想，在网络视频平台里面、
资本的逐利语境下，防青少年沉迷系
统上线，会不会形同虚设、不堪一
击？在笔者看来，和游戏一样，防青
少年沉迷系统任重道远。

什么才是防沉迷最有效的办
法？解铃还须系铃人，首要的是调动
青少年自身积极性，让他们能够自我
控制、自我管理，自觉远离和抵制沉
迷短视频；其次，必须把现在短视频
平台的技术手段，以及社会各界所能
够形成合力的社会手段结合在一起，
方能水到渠成；再其次，短视频虽短，
但监管千万不能“短”，这就必须加强
技术手段的研发，进行更加深入、精
细的监管。

最后，也希望“谁家的孩子谁抱
走”，家长们应正确引导、严格监督孩
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现在
的一些家长，有的比孩子还迷短视
频，又怎么去教育孩子呢？家长如果
不重视这事，终将是一部小手机，会
毁了孩子的前程！

■新华社记者岳冉冉、董雪

“我想当科学家！”当孩子们喊
出自己的理想，群英荟萃的科技天
地、群星闪耀的浩瀚星空都会为他
们留出一席之地。当 5 月 30 日的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与“六一”相
遇，如何让更多孩子沐浴科技之
光、生长在科学土壤，需要我们认
真思考。

你小时候也许有过当科学家

的理想，老一辈以为是儿戏，然
后，你成为了现在的你。今天当
你的孩子也郑重地说出“我想当
科学家”，你要坚定地回应：“宝
宝，有志气！”

即使这是一句不经意的童言，
我们也要把它看作是孩子心底生
出的一颗科学之种。我们应该为
之欣喜，更要鼓励、保护好那颗娇
嫩的种子，给它创造生根发芽的机
会。因为，自幼心怀科学梦想的孩

子，将来即使没有成为科学家，长
大成人也一定会具备科学精神、科
学素养——这正是一个立志于实
现伟大复兴的民族不可或缺的。

当科学家要能创新、敢质疑，
在孩子们筑梦的路上，有些地方需
要我们留意：当他问出“为什么”
时，请鼓励他去思考；当他拿出小
发明时，请赞美他的创造；当他的
回答不是标准答案时，请试着理解
与鼓励。

永远不要低估孩子小脑瓜里
装着的“财富”，那是天马行空的想
像力、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不可思
议的创造力……这些“宝贝”都是
开启科学大门的密钥，但这些品质
又像晶莹剔透的露珠，珍贵易碎，
需要我们倍加爱惜。

为孩子们当科学家的梦想铺
路搭桥，需要集全社会之力，营造
爱科学、学科学的氛围，让科技工
作富有吸引力，创造条件让孩子

们用科学的眼光观察、审视这个
世界。

当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
呦呦、黄大年都成为孩子心中的偶
像；当科技馆、实验室成为孩子思
考、实践的主场；当院士、教授、研
究员成为孩子前行路上的“船长”；
当 7天的全国科技活动周变成 300
多天的科普日常……如此，孩子们
心底那颗科学的种子，一定会生根
发芽、枝繁叶茂。

■徐曙光

据媒体报道，“一条大河波浪
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经典的歌曲
令人瞬间想起河边美景。水质越
好，河流越美，给人们带来的幸福
感越强，为此，城市需要大力治水，
消除黑臭水体，把水清岸绿的河流
还给市民群众。近日，深圳市2018
年治水“成绩单”得到国务院办公
厅发文表彰，让人们看到了深圳治
水的超常力度。

由此联想到，日常生活中我们

每一天都离不开水，水质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以
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近年来，
各地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全力进
行治水，城市河道、市容环境确实
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少地方水更清
了、岸更绿了、城市更美了。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至今仍
有不少市民还没有养成保护水源、
爱护河道的良好习惯。在一些城
市，有的市民随意将生活垃圾丢弃
在河道里，还有一些企业昧着良心
赚钱，没有真正把环保当一回事，

甚至将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到城市
的河道中。在有些城市，市民居住
小区公园里的水潭、景观池长时间
得不到清理，日积月累使活水潭变
成了死水潭，一到夏天气味更是难
闻，既影响了小区的环境卫生，也
使美丽城市大打折扣。

据悉，去年以来，通过铁腕治
水，深圳市内的茅洲河、福田河等
42个水体已消除或基本消除黑臭，
其余 117 个水体整治进展顺利。
曾经令深圳人说起来摇头的茅洲
河，去年1至12月稳定保持不黑不

臭，相关断面的氨氮、总磷浓度大
幅下降，水质达到省考核要求。深
圳河相关断面氨氮、总磷浓度同样
大幅下降，稳定达到地表水Ⅴ类标
准。客观的数据，亮眼的成绩，令
深圳市民的治水信心倍增。

笔者认为，治水首先要治陋
习。再说，治好水并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各地除
了完善河长制，经常开展一些集中
治水统一行动以外，治水没有旁观
者，广大干部群众必须要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治水恒心。与此同时，

每一位市民平时还要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做好垃圾分类，呵护水源，
改掉以往那种不文明的陋习。

广大市民只有从呵护好自己
房前屋后和小区附近的每一条小
河、小水潭做起，才能换来干净整洁
的大河，才能确保城市里的每一条
河道干净整洁、水清岸绿。常言道，
久久为功。只有人人行动起来，人
人融入到城市治水当中，并长期不
懈地坚持下去，我们的城市治水工
作才能真正取得实效，水清岸绿就
能成为广大群众生活的标配。

■彭宇

近日，笔者听一个在外
地工作的朋友说，他们单位
局长办公室的灯亮着，科长
办公室的灯就不敢关，科员
也只好干等着。应该说，这
种一人加班、全员加负的现
象在有的单位已约定俗成，
让人有苦难言。

加班，本来是一种正常
现 象 。 有 些 工 作 白 天 没 有
干完事情又比较急，只有晚
上加班才能解决；有时突然
接到上级下发的紧急任务，
只有晚上加班才能完成；有
时阶段性工作比较重要，只
有 通 过 晚 上 加 班 才 能 应
对 。 加 班 很 多 时 候 是 不 可
避免的，但如今的加班很多
走了形、变了味，陪加班、假
加班、习惯性加班的情况比
较多。

陪加班的如，有些单位有
些部门，领导在办公室不走，
下属就不能走，不管有没有事
做，都得陪着一起加班。装加
班的如，有些同志明明晚上没
有加班，却把办公室的灯亮
着；有些同志领导值班他就加
班，领导不值班他就不加班，
为的是引起领导注意，给领导
留个好印象。习惯性加班的
如，很多工作明明白天可以做
完，但就是不做完，至于加班
做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
是有加班的姿态。

革命时期，打仗是家常便
饭的事，革命战士随时都有
受伤、牺牲的可能。老一辈
的革命家、很多优秀指挥员
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减少
战士伤亡牺牲，经常不分昼
夜研究敌情、讨论战术、调整
布防、指挥作战，这种加班才
是真正有意义的加班。建国
初期，开国元勋办公室的灯
夜间经常亮着，这有他们鞠
躬尽瘁、勤于政务的原因，更
是确有很多国家大事、急事
必须马上处理。

我们不反对加班，但我们
更提倡有意义、有价值、有成
果的加班，减少无用的加班、
杜绝为加班而加班。加班要
加出战斗力，加出成果，加出
效益，而不是让人身心俱疲。

说到底，形式主义的加
班是作风不正。要杜绝这种
加班，一方面要从加强干部
作风建设上下功夫，让加班
的灯光为工作而亮，让机关
和 基 层 真 正 为 群 众 利 益 而
忙。这就要求干部要转变思
想观念、职能作风和工作方
式。另一方面要从上级组织
改 进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上 下 功
夫，注重实效考核和综合评
价，加强平时监督，通过巡视
巡查等方式了解情况，一经
发 现 问 题 ，就 要 严 肃 处 理 。
如此，才能堵住形式主义加
班的滋生土壤，确保加班回
归科学合理的轨道。

■董柏云

据近日媒体报道，残疾人书画
家陈伟强出资为老家绍兴市上虞区
沥海镇东海村修建小公园。小公园
取名“舜强百姓公园”，面积虽不大，
但修建得有模有样，既有亭台、鱼
池、花木、假山，又有健身器具，不少
地方还镌刻了陈伟强的书法作品，
透出浓浓的文化气息。

成名后的陈伟强把在北京奥运
会、广州亚运会和残运会上书画所
得的款项 380万元全部捐赠给了灾
区和慈善机构。现在又出资建小公
园回报家乡，他的善举让我们真切
地了解了其成名背后的真实人生，
无疑丰富了我们的励志教育。

残疾人书画家陈伟强人生之路
是条不平坦的道路，充满磨难与艰
辛。有首歌词就是最好的注解：“不
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仿佛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出生
于 1968 年的陈伟强，6 岁时因意外
事故失去双臂，高位截肢。依靠顽
强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信念，他用
口、颌、肩、脚趾等部位练习写字、绘
画、篆刻等技艺，终于成为知名的残
疾人书画家，书画作品曾获国际、国
内大奖50余次。

有道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陈伟强的成长除了其有顽强的毅力
外，还有一种在逆境中自强自立、奋
发有为的精神。反观当下，我们的家
庭教育，就缺少必要的励志教育，啃

老族、袋鼠族的出现就是一记记警
钟。励志教育对于每个人的成长都
是相当重要，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

“钙片”，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磨难是一笔财富，就像海明威

说的：“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
变成最强壮的地方。”残疾人书画家
陈伟强的成长足迹就是一面镜子，
可以照亮每个人前进努力的方向。
当我们在“舜强百姓公园”徜徉散步
憩息，抑或在健身场上锻炼身体的
时候，我们都能从这里调整好心态，
正确对待生活给予我们的磨难，就
算最终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也会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平常的
生活中，遇事更能从容应对。

让“想当科学家”成为更多孩子的理想
微观点：你小时候也许有过当科学家的理想，老一辈以为是儿戏，然后，你成为了现在的你。今天当你的孩子也郑重地

说出“我想当科学家”，你要坚定地回应：“宝宝，有志气！”为孩子们当科学家的梦想铺路搭桥，需要集全社会之力，营造爱科
学、学科学的氛围，让科技工作富有吸引力，创造条件让孩子们用科学的眼光观察、审视这个世界。

“水清岸绿”值得人们期待
微观点：笔者认为，各地治水工作除了完善河长制，经常开展治水统一行动以外，广大群众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恒心。同

时，每一个人都应改掉以往不文明的陋习。

加班的灯光
应为工作而亮
微观点：我们不反对加班，但我们更提倡有

意义、有价值、有成果的加班，减少无用的加班、
杜绝为加班而加班。加班要加出成果，而不是让
人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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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青少年沉迷”
监管须继续努力

微观点：网络视频平台
全面推行青少年防沉迷系
统，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可以说，“防青少
年沉迷”不可能一蹴而就，
不仅要建设好，更要管理和
使用好。

回报是一种励志教育
微观点：陈伟强的成长除了其有顽强的毅力外，还有一种在逆境中自强自立、奋发

有为的精神。励志教育对于每个人来说相当重要，是走向成功的“钙片”。

“您好！我是时代花园小区的
台区经理，如大家遇到用电难题欢
迎拨打我的电话，我将24小时竭诚
为您服务。”日前，国网东阳市供电
公司开展电力安全进社区活动，引
导居民增强电力设施保护意识，并
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关注、爱护供电
设施，营造和谐的电力环境。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购买和使
用降温电器的居民越来越多，用电
负荷增大，容易发生短路、漏电等电
器故障，造成触电、火灾安全事故。
为增强群众安全用电、绿色用电意
识，提高防触电能力，活动当天，工
作人员携带印有电力知识的扇子、
宣传资料等，来到东阳时代花园、时
代雅居等居民小区，向来往居民发

放用电安全宣传资料600余份，帮
助居民下载绑定供电服务手机
APP，检查小区公共配电设施。

活动中，东阳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还来到部分小区居民家中，排查
用电安全隐患，指导居民正确使用
电器，减少各类安全用电事故发
生。工作人员有问必答、耐心沟通、
贴心服务的良好作风受到了小区居
民点赞。

据悉，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量、提高客户满意度，东阳供电公司
构建“台区经理+服务调度”供电服
务体系，积极推行台区经理服务宣
传模式，拉近距离，优化服务，保障
群众用好安全电、舒心电。

王俊男 马飞向

东阳供电：安全进社区 关爱零距离

中日韩“一带一路”工商大会，日前在绍兴开幕。本次
大会以“创新开放、合作共赢”为主题，来自日本、韩国以及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方政府、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近
400名中外嘉宾齐聚绍兴，共同探讨互利合作新机遇。

会上，中日韩工商界“一带一路”联谊会发布了《中日
韩工商界绍兴倡议》，发出“建立中日韩三国商协会合作机
制”、“推动中日韩三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中日韩三国地方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日韩重点产
业合作”、“支持绍兴举办中日韩重大交流活动”五大“绍兴
倡议”。

为进一步发挥绍兴在中日韩经贸合作中的作用，中日
韩工商界“一带一路”联谊会和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决定，
在绍兴分别设立中日韩工商界“一带一路”联谊会长三角
联络办公室和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长三角分中心。开幕
式现场举行了揭牌仪式。

此后，举行了“中日韩生物医药产业合作洽谈会”、“中
日韩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产业合作论坛”。 邵讯

中日韩“一带一路”工商大会
在绍兴举行

近日，柯城公路
管理局路政人员巡
查时，发现沙金大道
有一标志牌出现损
坏现象，削弱了应有
的警示作用。路政
人员立即利用随车
携带的工具，将歪斜
标志牌扶正，对变形
的标牌版面修复，消
除交通安全隐患。

徐小娟 张小娟

柯城公路：标志标牌校正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