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铎印

在一次反家暴法治宣讲活动中，某市中院
审判庭庭长的一番话引发热议，说是夫妻一方

“一直盯着手机都不跟对方聊两句”等因长时间
不沟通、故意疏远造成精神伤害的“冷暴力”现
象，也算家暴。家庭冷暴力，手机是不是罪魁祸
首值得商榷，但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如
何看待手机与生活的关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
你却在玩手机”。一句平常的话，却道出了无
数的悲哀与无奈。随着电子时代的飞速发展，
手机成了众人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很多人一
有空闲就要忙着刷微博、玩游戏、抢红包，一旦
离了手机，就仿佛丢了魂坐立不安。有数据显
示，中国用户每天要花 289.7 分钟在移动互联
网上，也就是说除去睡觉时间，每 3.3 分钟就有
1 分钟在看手机。

毋庸置疑，手机的普及是科技的进步，给
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捷，改造甚至重塑了生活
与社会。然而，当手机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
生活场景，也不能不对其带来的问题加以更认
真的审视。或许，技术的进步总会带来焦虑，
尼采曾对“短暂之物”报纸的出现怒不可遏，后
来“热闹”的电视取代了“冷静”的报纸，今天

“孤独”的网络又取代了“群聚”的电视。然而，
恰如人工智能终究迈不过产生情感这一步，技
术的更新迭代可以改变我们的相处方式，但情
感的交互却从来不是技术可以替代的。

人生不应只有手机，它也不该是我们的全
部。想想你有多久没陪孩子玩耍了，多久没和
家人坐在一起说知心话了。曾经有老人在聚会
上说，都说孩子们是回家陪老人过节的，最后都
去陪手机了。与大包小包的礼物相比，孩子所
求的不过是“多陪他（她）们玩一会儿”，父母所
求的不过是“能和孩子多说上几句话”。或许真
该好好算算，陪伴他们的时间还剩多少。学会
放下手机，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增进感情，
不要让手机阻碍了人之心灵和亲情，因为没有
什么比亲切的沟通更真实，也没有什么比真实
的交流更温暖。

有英国学者做过研究，其中一个结论是：
那些较多因手机冷落别人的人，实际上自己也
更经常被“手机冷落”。如果你不想成为“手机
孤儿”“手机寡妇”，那不妨从现在起给自己一
些选择——若是春和景明，尝试放下手机，携
三两旅伴外出踏一踏青、游一游山水。“最好的
朋友就在对面，最爱的人就在身边”。请给他
们打败手中屏幕的机会。

学会放下手机

□何聪

“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
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
古以来，我们的先贤在修身养性、练达自身等
方面，都十分重视自省的力量。现实生活中，
唯有自省，人才会变得克己谨慎，不断反思审
视自身的过失，真正去纠正错误、解决问题，避
免小过失发展成大错误。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
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危急时刻，
人们往往会警醒自己，反省自己的不足，补齐
自身的短板。而在平常时候，人们则容易失去
警觉，自省机制失去效力，危险就会接踵而
至。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习惯于从自
身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判断是非，而不是
检视自己有无不足、缺点和失误。“自己排队
时，不希望别人插队；自己插队时，要求别人闭
嘴”，凡事责人而不自省，只找别人毛病，而不
找自己原因，只指责别人过错，而不找自己的
问题，往往会使小纠纷酿成大事故。

自省的力量，首先在于可以“立己”。古人
云“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日省其身，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极言自省是修身养性、提升境
界的重要方法。《世说新语》载，周处年少时凶强
侠气，为乡里所患，与蛟、虎并称为“三害”。周
处射虎杀蛟三日不见，乡人以为周处死了互相
庆贺，周处回来后听到乡邻相庆，才知被乡邻憎
恶，乃“有自改意”，由此弃恶从善，“有文思，志
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今天，我们讲自省，对
思想、工作、生活点滴及细节予以检视，客观地
看待自我，清醒地查找不足，其意义并非止于忏
悔，而在于超越自我，促进自我认知、自我完善，
不断唤醒善意良知，不断升华人格。

自省的力量，还在于能够“达人”。“千里家
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桐城六尺巷这一
古今佳话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凡事首先反省
自己的不足并付诸改正的行动，往往会收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一事当前，我们首先反省自己
的错误，对方多半就会有正向的反应，即便一时
没有也报之以宽容，很多问题就会在无形中化
解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能唤醒自
省意识，焕发自省力量，就会形成向上向善的良
性循环，重品行、讲道德、守规矩就会蔚然成风。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善于自
省的人富有人格魅力，善于自省的民族受到世
人敬重。处身现代社会，以“吾日三省吾身”的
精神，反躬自省自身的规则意识、道德品行、言
行举止，在自省中知敬畏、受警醒、明方向，我
们就将在不断自我约束中实现自我完善，进而
共同提升社会文明的水位。

焕发自省的力量

近日，媒体曝光小红书 APP 等互
联网平台存在大量烟草软文，引发舆
论关注。面对不容乐观的控烟态势，
如何避免互联网成为烟草营销重灾
区？如何净化网络控烟环境？本期
来论，我们选刊 3 篇来稿一起探讨这
一话题。

——编者

互联网不能成烟草“种草”盲区
连海平

“种草”是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指用户分
享推荐某一商品的优秀品质，以激发他人购
买欲望的行为。比起传统媒体上的硬广告，

“种草”更具迷惑性与诱惑力。尤其是对辨别
力不强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暗示和诱导，逐
渐沾染乃至喜欢上烟草，成为“候补烟民”。

严禁发布烟草广告，在法规上再明确不
过，为何到了互联网就成了法不责众的“模糊
地带”？面对互联网上大量以“测评”“种草”

等软文的方式进行烟草促销的行为，该如何
治理方能奏效？种种问题值得各界深思。互
联网不能成为烟草“种草”盲区，企业对此必
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与基本的责任感，不让
惯于打擦边球的“种草”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上“种烟草”。

消除软广告还需硬监管
付彪

烟草广告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但是，在
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一些烟草公司学会了
打“擦边球”，硬广告不行，软广告上。诸如通
过在新媒体渲染烟草与爱情、友情、亲情之间
的关系等，传播烟草信息，美化吸烟行为，提
升公众对烟草品牌的认同度，从而吸引更多
潜在客户。

消除烟草软广告，还得需要硬监管。一
方面，修订完善广告法及相关法规，像管理传
统媒体烟草广告那样，管好管住新媒体广告，
严禁打“擦边球”，真正实现全媒体禁止烟草
广告。另一方面，要适应新媒体发展，不断升
级监管手段，加强对软广告的监测，并对软广
告中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和追责。

处理不应止于“下线”
沈慎

媒体的报道，揭开了互联网平台的阴暗
角 落 ，也 把 颇 受 年 轻 人 欢 迎 的 小 红 书 APP
推向风口浪尖。相关平台表示，“反对任何
形式传播烟草，并已经下线了所有提及烟草
的笔记。”互联网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舆论
危机，表态整改、下线删除、道歉了事，似乎
已经成为危机公关的标准套路。但“自罚三
杯 式 ”的 整 改 ，不 痛 不 痒 的 表 态 ，恐 怕 远 远
不够。

这些违规软文长期存在，平台方为何置
若罔闻，内容监管的短板何时才能补齐？违
规信息难道仅仅是烟草广告，如何举一反三
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一款面向年轻人的互联
网产品，如何切实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这些问题的追问不应该止于“下线删除”。

网 络 空 间 不 是 法 外 之 地 ，知 敬 畏 、守 底
线、明法度，才能行稳致远，否则企业再大也
将付出代价。清朗的网络环境，离不开互联
网管理者、参与者、使用者的共同维护。处理
相关平台上泛滥的烟草软文，我们必须重申
这些共识，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

警惕“不见烟头”的烟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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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基层干部放开手脚、轻装上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干事创
业上来，是开展基层减负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籍海洋

加强政治监督、转变工作方式、狠刹形式主
义、坚持结果导向、反对问责泛化⋯⋯继中共中
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通知》后，内蒙古纪委监委提出 5 条
公开倡议为基层减负。消息一经发布，广大基
层干部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不知从何时起，说起基层的工作，大家想到
的就是“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的高负荷状

态。一份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
发起的投票显示，多数人对基层减负举双手赞
成。“层层考核、动辄填表之痛基层干部感受最
真切”“不怕会多，就怕会上发言长，没有实际内
容”“基层的苦，就是跑不动、坐不住、说不通、想
不明白”⋯⋯从网友的留言中不难看出，基层事
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很多基层干部承受着身
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负担。减负已经成为基层干
部的共同呼声。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我区陆续出台的各
项减负措施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然而，要
做到真正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还得下足
硬功夫。

力戒形式主义，是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的强大动能。马克思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

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当前，文山会
海、过度留痕等形式主义，不仅是机关运行的顽
疾 ，也 是 基 层 干 部 敢 怒 不 敢 言 的“ 累 点 ”“ 痛
点”。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精简会议上下
功夫，做到“能少则少、能并则并、能短则短”；在
精简文件上下功夫，杜绝“依葫芦画瓢”“每个部
门加一点，每项工作加一句”的情况；在考核检
查上下功夫，工作不一味地查记录、看痕迹，不
泛泛搞积分评比。让基层干部放开手脚、轻装
上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干事创业上来，
是开展基层减负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良方已经开出，落实才是最好的重视。我
区地域辽阔，农村牧区地广人稀，嘎查村布局和
嘎查村住户居住分散，基层工作者在完成各项
工作上难度更大、耗费精力更多，他们的辛苦程

度可想而知。为此，在制度设计上，要结合地区
实际、对症下药；在执行过程中，要严格监督减
负落实情况，察实情、问实效，使之见诸于行动
上、镌刻在基层干部的口碑中。“教者，效也，上
为之，下效之”。在贯彻执行上不妨充分发挥

“关键少数”的示范效应，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
带着一级干，把量化的减负要求转化为基层干
部的幸福感、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真正打通减负

“最后一公里”。
当然，减负并不意味着减责，切忌产生缓缓

气、歇歇脚、养养神等倦怠思想。衡量一个基层
干部称职与否，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其有没有责
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能有多大成就。”对于我区的基层干部而言，
既要卸下负担，更要带上使命，坚持事业为重、
为民至上，才会有源源不断扎根基层、安心干事
的动力；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
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才能在广阔天地大有作
为，书写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为基层减负 促实干加速

□闫鸣

日前，一段有关“一线工人安全帽”的视频，
引发广泛关注。视频中一名建筑工人拿着工人
戴的黄色安全帽与管理人员戴的红色安全帽相
互撞击，结果黄色安全帽几下就被撞碎，红色安
全帽却基本无损。拍摄者表示，拍摄所用的安
全帽是工地发的，给工人发的安全帽不结实、不
安全，“就是塑料，一碰就碎”。

安全帽，顾名思义是保护安全用的，安全性
是第一位的属性。不论是工人在高高的脚手架
上作业，在尖锐的钢筋、沉重的板材间穿梭，还

是其他工作人员在施工现场进进出出，一顶结
实管用的安全帽不仅是最可靠的伙伴，也很可
能成为突发意外时的“护身符”。“安全大于天”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些道理人人熟知。然
而，视频中“脆如蛋壳”的安全帽，不过是个应景
的摆设，根本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实在令人
怵心，令人不安。戴着这种安全帽作业的劳动
者，心中哪会放心安心，更多的恐怕是担心扎
心。

劣质安全帽引发关注的背后，也暴露出相
关行业乱象和监管缺失。有媒体记者在网上搜
索发现，最便宜的安全帽只要几元钱，销量最高
的店铺月销超过 2.5 万，而这些店铺的销售者都

称符合国家标准。事实上，根据国家标准规定，
安全帽要符合 GB2811-2007《安全帽》要求，安
全帽的选用要符合 GB/T30041-2013《头部防
护安全帽选用规范》要求。对照不难发现，这些
劣质安全帽的各项指标显然与国家标准相差甚
远。但在利益驱使下，一些不良厂家与商贩大
肆制售不合格的安全帽，一些黑心工头则任凭
这种安全帽流入工地、给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生命安全面前没有小事，“保命钱”不能
省。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作业，劳动者的防护
安全都应该到位、有效。对于视频反映的问题，
4 月 17 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转发视频
并表示：“如果连工人的安全帽都不安全，又怎

么能够实现生产安全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决不能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相关责任
部门必须认真对待，及时查找病灶、亡羊补牢，
决不能事不关己、一看了之，任由这些问题蔓延
下去，最终导致劳动者伤身、更伤心。

对劣质安全帽的追问还应该延伸到更深的
层次。对导致劣质安全帽出现的各个环节都必
须进行重新审视：建筑行业监督机制是否足够
健全？建筑行业行为是否规范？质检监督机构
查处力度是否需要加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监
管是否到位？安全生产无小事，防患未然是关
键。不要等到出了安全事故才引起重视，“头疼
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必须根治。

不安全的“安全帽”保障了谁的安全

沸沸扬扬的“奔驰维权事件”暂告段
落。据报道，维权车主王女士和西安利之
星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换车补偿的谅解协
议，双方握手言和。与此同时，奔驰方面致
歉，暂停该授权店的销售运营，有关部门也
开始就所谓“金融服务费”展开调查。

——据人民网
锐评：和解不代表事件完结。打击乱

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可有一日懈怠！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4 月 15 日，法国
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导致其木制框架基
本被烧毁，塔尖坍塌。大火让这座有着
800 年历史的古老建筑蒙受重创，令人痛
惜。这一事件，也再次把古建筑等文物防
火问题推到了舆论的中心，再次为所有的
文物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

——据澎湃新闻
锐评：事故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

“意外”的说辞掩盖不了日常隐患。让文物
远离灾难，我们需要做的更多。

“下乡一天，走五个点，还想回来写出
惊天动地的文章，这可能吗？”“就像喜鹊飞
到这里又飞到那里，看见了什么，什么也没
看见。”近日，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在讲座
中如此批评“文学采风团”存在的种种乱
象，引来不少圈内人的关注。

——据新华网
锐评：不扎根生活、深入实践，如此走

秀式采风怎能出了好作品？

前不久，《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吉
林省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刘晓春严重
违纪违法案剖析。纵观其腐败堕落的历
程，是从收受土特产品开始的，后来慢慢演
变成收钱，从选择性收钱到“来者不拒”，甚
至还“主动出击”，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锐评：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

小，终亏大德。“小意思”面前不动心思，才
能避免犯大错误、栽大跟头。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
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方案》，意味着“学历证书+若干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 1+X 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已步入启动阶段。

——据《广州日报》
锐评：推动“1”和“X”衔接互通，产生

的效果远不止相加这么简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
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了 28 条具体政
策措施。其中提到，要促进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推动居
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持续开展养
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互联
网+养老”行动，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等 6 项措施。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让

老有所养更有品质，这是目标也是动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餐厅积极打造明厨亮灶，还出现了视频厨房、网络厨房等新形式。但有一些餐厅仅仅
把明厨亮灶作为吸引顾客的商业噱头，就餐高峰期有的摄像头竟对着墙壁、走廊，有的在线监控实时视频时间
滞后、甚至无法播放。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