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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动画片成了孩子坏行为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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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观察

新

华时评

维护公平正义，不能让人情网“网住”权力

慈善资金要想方设法花出去

点

击广东

某种程度上，“名校环

城”现象体现了地方政府、

地产商、 教育产业链等几

方主体的某种默契。毕竟，

大家都明白， 让当下不温

不火的房地产热起来，只

有挑逗刚需。 而最“刚”的

刚需，莫过于教育。“中国

式家长” 最舍得花钱的地

方，不外乎子女教育。

类似操作在很多城市

已经运行多年。 一些城市

管理者不把力气和关注点

放在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上， 不是通盘考虑城市规

划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调

性，而寄希望于所谓“名校

克隆”，长此以往，只能继

续加大教育的分化与割

裂。

———中 国 教 育 报 ：

《“批量复制” 名校是在变

相鼓励炒房》

炒鞋现象的出现，看

似是对国货的追捧， 实则

是对国产品牌的“捧杀”。

不仅会冲击国产品牌的可

信度， 还会影响企业的供

应链， 左右企业的市场判

断。说到底，在这场看起来

“追捧国货”实则是“哄抬

国货”的炒作热潮中，国产

品牌受到了冲击， 而购买

的消费者则变成了被收割

的“韭菜”……

———新 京 报 ： 《喊 着

“支持国货 ”炒鞋 ，实质是

“算计”同胞》

仅仅将学生睡眠不足

的因素归咎于“书面作业

太多”有失偏颇，在时下分

数至上的考核体系下，抢

走学生睡眠时间的还有家

长。 比如时下存在的一个

倾向是， 学校缩短了学生

在校时间和作业量之后，

家长们在校外培训机构又

给孩子报班， 挤占了学生

的休息时间。同时，随着电

子产品的兴起， 网络游戏

和网络社交也成为影响学

生睡眠的重要因素。

———光明网：《保障学

生充足睡眠， 还需凝聚社

会共识》

◎

木木 辑

今年 2 月， 因模仿动

画片情节， 银川一名 8 岁

小孩撑伞从楼上“飞”下，

身体多处骨折；2018 年 7

月， 一名 8 岁女童模仿动

画片里的攀岩情节， 不慎

坠亡……4 月 6 日， 江苏

省消保委发布《动画领域

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

费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未成年人动画片部分内容

失当， 经常涉及暴力犯罪

元素（《新华日报》4 月 7

日）。

动画片是孩子们的最

爱。 俗话说，有样学样，孩

子的模仿能力非常强，动

画片中的语言、动作、场景

以及价值观， 会对孩子产

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健

康、 文明的动画片是孩子

们的“好老师”，有助于引

领孩子规范行为、 健全身

心、积极向上。 反之，包含

危险、低俗、暴力、犯罪等

元素的动画片， 则是孩子

们的“坏老师”，会形成不

良示范和误导， 损害孩子

的成长权益。

江苏消费网舆情监测

中心数据显示，2020 年，

江苏有关动画领域侵害未

成年人成长安全的舆情共

计 17877 条； 江苏省消保

委选取 21 部有代表性的

未成年人动画片， 共梳理

出 1465 个问题点； 在这

21 部动画片中， 涉及阴

暗、 惊悚、 悬疑等镜头达

123 个。 受动画片中“马桶

饮料”的“启发”，5 岁孩子

舀马桶里的水喝；8 岁男

童模仿动画片“绑架烤羊”

情节， 把两个小伙伴绑在

树上点火， 使他们严重烧

伤；10 岁的姐姐模仿动画

片中“光头强”使用电锯的

样子， 把妹妹的脸锯伤

……每一个有关动画片的

模仿事故，都是一记警钟，

都是对动画片管理与风险

防范机制的拷问。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是全社会的责任。 绝不

能让动画片成为孩子坏行

为的“启蒙”，动画片的制

作单位和监管部门应该正

视民众的投诉和消委组织

指出的问题，守住底线，在

创作、 审核过程中加强把

关，积极拦截或屏蔽危险、

暴力、低俗等元素，从源头

净化动画片的内容。

另外， 很多人呼吁对

动画片实施分级管理，事

实上这一管理手段在国外

已经有成熟的经验， 具有

可行性。 每个年龄段的人

群对影视剧中相关情节的

理解力、免疫力是不同的，

所以， 有必要针对不同年

龄阶段的受众划分出不同

级别的动画片， 并划定不

同的播出范围和播出时

段， 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动

画片白名单制度。 这样才

能对动画片进行精细化管

理，有助于构建梯次分明、

结构合理的保护机制。

当然， 分级制是一个

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相

关责任主体须尽到自己的

责任。 家长、学校、媒体以

及广电、网络监管、司法等

部门应各司其责， 对动画

片中的负面元素早发现，

早甄别，早预警，早干预，

及时消除未成年人的错误

模仿隐患。

◎

李英锋 公职律师

呢个清明假期， 除咗传统

嘅拜山祭祖节目， 好多人都会

去踏青， 同大自然亲近下。 时

下， 广州周边就出现咗唔少文

旅主题公园、度假村。

系花都，就有一个以香为主

题嘅度假村。呢度啲植物好多都

系芳香型嘅，呢度有檀香、降真

香、广藿香、芸香、降香黄檀、山

茶花、山苍子、黄杞、水翁……据

讲，呢啲芳香型植物有上亿株咁

多，种类多达 327种。 因为呢个

咁得天得厚嘅环境，呢度啲原住

民好早以前就喺度制香。

据花县志记载， 呢个制香

工场叫做“香粉碓”，当地土人

系度建造水车，设机舂香粉，一

日可以生产六七百斤香粉咁

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呢度啲

传统制香就逐渐没落， 慢慢荒

废。时至今日，就只系净翻四个

遗址系度，好似水车转轴、连体

臼、 碓嘴呢啲石构件保留得好

完整。 自从呢度做咗主题度假

村之后， 管理者就好有心噉复

原咗成个制香工坊， 还原古法

制香嘅工艺流程， 专门请咗制

香嘅工匠过嚟，修复咗水碓，引

山泉水嚟带动碓臼嚟舂香粉。

嚟呢度玩， 可以逐一科普

晒呢度所有植物嘅知识， 皆因

几乎每樖植物都有“身份证”。

如果仲未过瘾， 大细朋友仲可

以跟啲制香师傅现场学下点配

香。 ◎

阮栩 编辑

内蒙古自治区巴图

孟和案件工作组7日发

布的《关于巴图孟和案

调查和追责问责情况的

通报》显示，纪检监察机

关已认定84名责任人，

除已故的10人外，74名责

任人被查处。 根据通报

内容， 该案背后的人情

网痕迹清晰可见， 公权

一度被人情网“网住”。

因此加强对权力监管刻

不容缓， 需严禁公权用

于私情。

在为 有 关 方面 调

查、问责点赞的同时，也

有必要对这起案件刑罚

执行过程中信息封闭、

管理脱节、 监督乏力等

问题进行反思。 减刑、假

释、 暂予监外执行过程

中， 存在巨大的权力寻

租空间，在这当中，公权

曾在人情网里运行，为

关系服务，无原则“开口

子”、无底线“放水”、无

理由“护犊子”。 巴图孟

和的家人，凭借亲戚、朋

友、 同学、 战友等人情

网， 一步步突破法律的

底线，最终实现了“纸面

服刑”的目的。

如今，当年为巴图孟

和“开绿灯”的人受到了

追责问责，但要杜绝此类

情况再次发生，就要切实

加强对权力的事前、事中

的全程监督，不能让其击

穿法律制度的笼子。除了

严厉的追责问责外，还需

建立现代化信息数据管

理系统，让刑罚执行信息

全流程透明、 全环节可

控、全程序追责。

当前， 全面依法治

国深入推进、深入人心。

只有全社会真正持续树

立起尊法、护法、守法的

意识， 尤其是广大干部

在实际工作中秉公执

法， 才能切实维护公平

正义，类似“纸面服刑”

的荒唐事， 才不会再有

滋生的空间。

◎

刘懿德 、 贾立君

新华社记者

距立夏还有将近一

个月， 但是，

“气象部门

‘官宣’

3

月

26

日正式入

夏 ， 为广州史上最早 ”

（《信息时报》4 月 7 日）。

这表明， 南国不只是春

来早， 夏天也可以来得

早。 只要气温连续多日

达标，就可认定入夏了。

天越来越热， 人们

的爱心同样是持续火

热。 你看，

“东莞市慈善

会晒账本， 去年共支出

2.3

亿余元”

（《南方都市

报》4 月 7 日）。从收支列

表来看， 这个账本很细

致。 善款属于公共资金，

越公开透明， 就越能激

发社会爱心。 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 善款支出越

多，社会越受益。 所以，

在节余一定标准数额的

基础上， 慈善组织要想

方设法去发现需要善款

的人与机构， 避免过多

善款睡大觉。

执法监督则要时刻

保持清醒， 避免违法者

阳奉阴违。 比如，

“韶关

始兴一男子持证超量砍

伐林木被刑拘 ”

（《广州

日报》4 月 7 日）。超出许

可范围的砍伐也属于滥

砍滥伐，此类行为，迷惑

性很强。 这需要执法部

门畅通举报渠道， 不给

违法者任何侥幸的空

间。 其他监管领域，也有

必要引以为鉴。

案例 是 最 好 的 镜

鉴 。 像

“建 群 ‘抢 红

包 ’ 营利 ， 连南一群主

犯了开设赌场罪 ”

《广

州日报》 4 月 5 日） 这

种情况， 很多人可能想

不明白， 这需要以案普

法。 案例中， 群主借亲

友身份证开了多个手机

卡， 注册了多个群聊账

户， 同时还制定了赌博

规则。 此类明显以营利

为目的“抢红包”， 超

出了娱乐性质， 属于开

设赌场行为。 网友们如

果被拉进这样的群， 应

当果断退出。

有一种退，实为进。

比如 ，

“广 深 城 际 新 变

化！

4

月

10

日起不再站

站 停 ”

（南方网 4 月 7

日）， 少停站或不停站，

有助于大幅提高列车通

行速度。 旅客不必担心

到不了自己想去的站，

因为有“交错停站”措

施， 总有一趟列车符合

你的要求。

◎

胡也屏 媒体人

大家近来被各种“炒”包

围着，大到炒基金，小到炒鞋、

炒币、 炒盲盒……一波未消，

一波又起。

炒作者，屡试不爽；参与

者，乐此不疲。 信息时代的人

们难道看不出这就是“击鼓传

花”的游戏吗？大抵都知道，但

还是有人唯恐买不到，有人唯

恐抛不出， 都想从中渔利，身

处财富幻觉之中，谁也不相信

自己会成为最后一棒。

此番炒鞋热，一些年轻人

蜂拥而入， 与其说是情怀所

至，不如说是利益所驱。诚然，

有人一夜赚几倍，也有人一年

“财务自由”， 但人们只看到

“吃肉的”，没看到“挨揍的”，

这是“幸存者偏差”所致。作为

一个庄家靠资金优势和信息

优势占主导的散户市场，这注

定又是一个“拉高—出货”的

老把戏，又是一个靠不停讲故

事、靠梦想支撑、靠“割韭菜”

续命的庞氏骗局。

其实，这几年反复出现炒

鞋热，去年那波监管也曾出手

制止，今年则借助挺“国货”的

噱头死灰复燃，加之新“韭菜”

长成了。只要逻辑没有彻底被

证伪，就会有资本介入、炒家

介入、散户间倒手。 借用股市

中的流行说法———“行情在质

疑中开始， 在观望中加速，在

参与中疯狂，在狂欢中结束”。

综观各种炒作，炒鞋者操

纵限量版，炒盲盒者设置隐藏

款，炒基金者讲拥抱核心资产

……其实都是在供给端制造

所谓的稀缺性和增值空间，利

用人性中不变的贪婪、 从众、

焦虑等心理，然后在需求端吹

大这种需求， 制造供需失衡。

现代网贷的便利性和网络营

销的扩散性，也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变得“万物皆可炒”。

客观地讲，囤积居奇、投机

倒把自古有之， 中外有之。 但

是， 近来流水线式生产的炒作

现象导致黑箱操作、非法集资、

金融诈骗等涉众型违法问题抬

头，破坏市场秩序、侵吞老百姓

的钱袋子， 过度投机的歪风已

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

任何商品总有价格向真

实价值回归的内在趋势和纠

偏机制。何况，作为运动鞋、虚

拟币等，在理论上是可以大量

供给的， 故事不能当饭吃，热

度也会退去，著名的“郁金香

泡沫”的毁灭，就是前车之鉴。

每一个领域的爱好者，都

要理性投资，特别是要在正规

的、公开的交易所进行合法买

卖，不要去另类投资的赌局中

博傻。 投资中有句“名言”：没

经历过熊市， 没割过几次肉，

不足以谈投资。 因此，有必要

提升财商，积累经验，能承受

多大风险， 就干多大的事，一

味迷恋超越认知的财富，总会

有无数把“镰刀”等着收割你。

◎

万泉涌 （原载央视网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