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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关于“史上最‘牛’官儿媳十年不上班照发全勤工资、奖
金”的帖子，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相关职能部门推上了舆论的风
口浪尖。得知记者采访原委后，兵团第五师党委宣传部部长龙利金反问
道：“记者应该弘扬正能量，怎么对‘领空饷’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4月
14日《新疆都市报》） 漫画/勾犇

何谓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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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网”别漏了正规网站的“擦边球”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
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决定，自2014

年4月中旬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
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利用互
联网制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行
为，将被依法严厉打击。

网络色情信息败坏社会风气，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这些道理
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扫除网络黄毒
并非易事，因为经济利益驱动，如
今涉及网络色情信息制作传播的
已经不仅仅是非法网站，一些正规

网站甚至门户网站都对网络色情
信息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相
比一些非法网站，这些正规网站的
色情信息往往流毒更广、危害更
甚，应该成为净网行动的重点。

这些年，随着网络的日益普
及，各级管理部门对网络色情信息
的打击已经成为常规动作。总的来
说，赤裸裸的色情信息已经没有以
前那么猖獗。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
问题是，正规网站的“擦边球”越来
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化，让学生家
长和教育部门忧心不已。

凡经常上网的人几乎都会遇
到各种色情信息。打开网页、视频，
各种弹窗广告不断跳出，其中有很
多都含有色情内容，让你躲无可躲，
甚至一些文学板块，也充斥着极具挑
逗性的文字。那些长腿、巨乳画面和

露骨的标题让“小编”颇为自得，他们
把“性骚扰”当做抓取“眼球”的利器，
完全无视网络的另一端或许是一个
未成年人。低俗的内容对成年人来说
或许“无伤大雅”，但是对未成年人绝
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些信息
总是随时出现，很多家长也不知道该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躲开这些“性
骚扰”，毕竟网络的影响已经无远弗
届，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净网固然要对网络黄毒依法
严打，但若只是一阵风似的严，就
难免色情信息的死灰复燃。其实，
早在十年前有关部门就对几家门
户网站的色情信息进行过清理整
治。网络色情信息屡禁不止，确有
利益驱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内容为
何在传统媒体几乎就看不到呢？难
道传统媒体就不关心市场和利润

吗？显然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一些人总以为网络就是法
外之地，就可以为所欲为。一些商
家在传统媒体上做广告还知道顾
及形象，到了网络上就无节操地秀
下限，一些网络媒体乐得投其所
好，争着打“擦边球”。另一方面，一
些管理和执法部门对色情信息的打
击，也不自觉地有两种尺度，对网下
管得严，对网上管得松。虽然正规网
站涉黄已经是个老话题，但真正因此
受到致命打击的并不多。

为了孩子，我们确有必要净化网
络环境。对网络黄毒，除了保持高压
态势、严格执法，还需要有关部门正
视正规网站的“擦边球”行为，不要给
外界留下网络可以例外的印象。只要
执法尺度统一，也能让网络媒体像其
他媒体一样做到自律。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提高身体素质

成了一阵风

娄士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国
民体质也是国家软实力很重要的一
方面。有调查显示，我国的中小学生
身体素质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许建立：以前总说“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现在光剩下“智”了。
考试的“指挥棒”作用巨大，指向什
么学生就重视什么。

王光营：把体育成绩纳入中考，
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强迫”学生
参与体育活动。教育部门的初衷值
得肯定，考试之前，校园里确实掀起
了体育锻炼的高潮。

许建立：这种速成式的锻炼，纯
粹为了分数。等考试结束了，一切照
旧。热爱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靠的
是个人的兴趣，考试能管一阵子，管
不了一辈子。要是学生把对考试的
厌恶转移到体育上，说不定还会有
反作用。

体育并非选才

考试有违公平

王光营：说到考试，肯定要有标
准，各城市的体育中考就那么固定
的几项。这些项目能否反映学生的
真实身体素质，本身就是个值得讨
论的问题。

许建立：就拿身体形态来说，胖
了瘦了都要扣分。要知道，人本来就
是多样的，这种整齐划一的评价模
式，用在生产机器人还差不多。

娄士强：影响身体素质的因素
很多，不光看你是否锻炼，体质、遗
传等也不容忽视。关键的问题是，体
育也算入中考成绩，现在竞争这么
激烈，一分之差都能影响到升学，甚
至影响到学生一生的命运。

王光营：这就涉及一个公平的
问题。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公平，人和
人的智力也是存在先天差异的，但
高考普遍看来还是相对公平的。因
为高考是为了遴选人才，总要淘汰
一部分人，体育锻炼可不是这样。

处处比成绩

并非成功教育

许建立：事实上，不论是家长还
是孩子自己，都希望能有个健康的
身体，问题就在于如何把这种主观
愿望变成实际行动。

王光营：归根到底还是课业负
担太重。现在学生课上课下都在准
备各种考试，即便是加上了体育考
试，身体素质也好不起来。

娄士强：应试教育体制的改变，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以想些办
法，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比如有些
学校体育设施建得不错，只可惜领
导检查时才开放。平时的体育课缺
斤短两，考试再严格也无济于事。

王光营：不光是学校的问题，教
育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职责。
包括家长的教育理念、社会的评价
眼光，也应当有所改变，从唯学历、
唯成绩中摆脱出来。连体育的快乐
都享受不到，连健康的体魄都无法
拥有，这样的教育有何成功之处呢？

与分数挂钩，“体育”育人难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村里的风气悄悄地发生变
化。”在泗水县北东野村，村支书庞
德海告诉笔者，听课之后，现在村里
人不敢不孝顺了。茌平县韩屯镇韩
西村村支书吴子文也说，现在村里
吵架骂街、不孝顺老人的明显减少
了，因为这样干自己就感觉“耻辱”。
在他们看来，这种明是非、知荣辱的
氛围，对抑恶扬善有明显的作用。

之前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
乡邻之间大多知根知底，或者干脆
就有宗族关系。在这种环境中，道德

评价体系虽然不是明文规定，却有
着强大的约束力。北东野村的老人
介绍说，当地一直有一种名为“请媳
妇儿”的风俗，指的是街坊近邻邀请
某家的新媳妇去家中做客。如果家风
不正、人缘不好，这家的新媳妇受到
的邀请就少。其实，要是某个家庭名
声不好，那在许多事上都是受影响
的，比如年轻人嫁娶就不那么容易。

时至今日，乡村的道德评价体
系虽然存在，但大多是在减弱的。一
方面，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
市流动，乡村逐渐“空心化”，以前那
种东家串门、西家拉呱的情景越来
越少，同住一村却不相识的却在增
多。另一方面，在不少地方，家族或
者宗族在维系伦理道德方面发挥的

作用也远没有以前大了。“现在都是
各过各的。”北东野村村民郭庆香
说，如果出现家庭矛盾，只要闹得不
是太厉害，没人会去主动干预。

与此同时，伴随社会转型，人们
的思想也更加多元化、多样化，一些
原先被广泛认同的规则现在已有被
淡化的趋向。庞德海告诉笔者，村里
老人大多住在年久破旧的老人房，
但大家认为这很自然，甚至连不给
老人赡养费也都见怪不怪了。茌平
韩屯镇马杜村的村民马好洪说，刚
开始听到当地的道德讲堂要讲“孝
义”，不少村民都不以为然，认为，

“现在是经济社会，没钱怎么孝顺？”
经过传统文化的“洗礼”之后，这

种“集体盲目”的状态被逐渐打破，村

民的羞恶之心被激发出来。这样的氛
围类似于一个强磁场，使身处其中的
村民自觉向好的方面靠拢。用郭庆香
的话说，“以前忙着挣钱，都不把这些
个当成事。现在知道道理了，谁也不
愿意当孬的。”笔者在村里也听到好
几个这样的例子，有位80岁的刘老太
太，有个儿子和她处得不咋样，每年
200块钱的赡养费也拿得不爽快，但
伴随村里风气的变化，去年腊月二十
九，这家的儿媳妇也主动找上门请老
人去家里过年了。

问题是，在一些村庄，还是重利
轻义的思想占据上风。这就像跷跷
板一样，只有一定数量的村民精神
上有所改变，才能撬动杠杆，改变局
面。但是，谁来承担起这一任务呢？

如今，一些正规网站甚至门户网站都对网络色情信息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相比一些
非法网站，这些正规网站的色情信息往往流毒更广、危害更甚，应该成为净网行动的重点。

中国的快递企业，没有一家没
因车被罚过款的。车辆被罚没，快
件一定会延误。

这两年，快递业成了中国经济
的黑马，但“马掌”不合脚的问题随
之愈发凸显。在中国快递协会常务
副会长李惠德看来，相关政策规定
的不合理性和执行中的随意性，使
快递车辆运行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快递车遭遇的尴尬，已成为制约产
业转型升级的瓶颈。

本地当事人和外地当事人打
官司，法院就会争取将案件放在本
地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管辖，为其
提供倾斜性的司法保护。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汤维建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我国
的司法实践中，级别管辖制度较为
灵活，但相应的标准弹性过大，易
使法院滥用级别管辖的裁量权，从
而滋生和扩大司法的地方化。

日常中公众很难知情，可能在
不知不觉中受害，这是更难解决的
问题。

近日发生在兰州的“水危机”
备受关注。北京市公众环境研究
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在饮用水的
问题上，可以借鉴空气质量的发
布和管理方法，向社会实时发布
自来水水质检测数据。通过信息
公开，激发社会公众参与，推动水
安全治理。

葛圆桌评论

让“口碑”更有分量
——— 聚焦乡村道德建设之二

葛调查与评论

葛一语中的

每年这个时候，全省各地陆续进入“中考时间”，体育成绩成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不过，当体育跟影响学生命运的分数挂上钩，这
件原本令人快乐的事，反倒增加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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