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网红文化的不
断发展，受雇网上诋毁辱骂他人
的“黑粉”这一群体也越来越被
大家所熟悉，甚至还出现了专门
以此盈利的团队。这些人被称为
职业“黑粉”，也被普通粉丝简称
为“黑子”或“职黑”。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职业“黑粉”头目会拉一
些下线，接单后先由“粉头”编好
文案，再通过微信群分发到各个
下线手中，双方根据工作量按日
结算工资。

“黑粉”其实就是我们常说
的“喷子”，一般“喷子”往往只是
普通人，临时起意或偶尔跟风喷
一喷他人。而职业“黑粉”则是被
有偿雇用的职业“喷子”，专事暗
箭伤人，从中牟利，这些人因此
成为明星或网红在网络空间里
的主要敌人。

如果说明星或网络主播们
的“铁粉”多是“脑残粉”，那么，

职业“黑粉”则是“脑残粉”中的
脑残——— 其背后的金主、正主叫
他们喷谁就喷谁，叫他们啥时喷
就啥时喷，叫他们怎么喷就怎么
喷，在一只“无形的巨手”操纵与
驱策下，大赚黑心钱，还有什么
人格尊严可言？职业“黑粉”也因
此被网友与旧社会官家的奴才、
地主家的狗腿子、黑社会的马仔
相提并论，虽有些言过其实，却
也难脱自甘堕落、为虎作伥的嫌
疑。

在赚取黑心钱、昧心钱的同
时，职业“黑粉”对娱乐圈生态的
改善不仅毫无意义，反而给娱乐
圈制造了大量污浊空气，制造了
大量丑闻与噪音、混乱与动荡，
相当于另一种网络暴力。

比如据报道，一位常年混迹
于粉丝论坛的人士透露，一线明
星几乎都养有嫡系的职业“黑
粉”，如果竞争对手闹出某方面

的所谓丑闻，就让职业“黑粉”深
度扒皮、推波助澜，从而提升自
己，争抢代言与片约，一些操控
者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职业

“黑粉”，对竞争对手的作品恶意
刷差评，以负面评价引导路人，
更是常见现象。所以，人们常常
深切感受到，娱乐圈似乎没有良
性竞争，往往只有谣言、绯闻与
争斗。

职业“黑粉”不仅严重危
害社会公序良俗，也公然违背
相关法律。正如律师所言，职
业“黑粉”涉嫌公然侮辱他人，
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涉嫌侵
犯公民个人的名誉权，或侵犯
法人的商誉。尚不构成犯罪
的，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规定给予拘留、罚款等行政
处罚。情节严重构成诽谤罪
的，根据《刑法》，行为人可能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

职业“黑粉”背后的雇用、组
织、教唆者，也可能要为此承
担侵权的连带责任。如此说
来，培养职业“黑粉”，或争做
职业“黑粉”，都蕴藏着较大风
险，想喷人者需要谨慎。

如今，职业“黑粉”已经形成
一条完整产业链，在此链条上，
既有负责拿钱喷人的“黑子”，也
有负责联系“黑子”、给他们发单
的“群主”，以及位于链条开始一
端的需求方客户。要斩断这根链
条，当从明星、网络主播及其背
后的经纪公司、直播平台入手，
严禁他们利用这支“网络暴民”
疯狂传播虚假信息，公然侮辱或
诽谤他人。总之，面对职业“黑
粉”猖獗的现状，相关部门应积
极应对，正本清源，对这种另类
的网络暴力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努力营造并精心呵护一种健康
的网络环境。

对职业“黑粉”不能听之任之

在赚取黑心钱、昧心钱的
同时，职业“黑粉”对娱乐圈生
态的改善不仅毫无意义，反而
给娱乐圈制造了大量污浊空
气，制造了大量丑闻与噪音、混
乱与动荡，相当于另一种网络
暴力。

让租房者告别被随意涨价撵人之痛

5月19日晚，住建部公布
《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
见稿中很多内容涉及租房方
面，如鼓励出租人与承租人签
订3年以上的租赁合同，房租按
月支付；提出住房租赁合同中
未约定租金调整次数和幅度
的，出租人不得单方面提高租
金；明确出租人扣留押金的，应
当承担举证责任等。这对城市
里的租客来说，无疑是个大好
的消息。

据统计，全国约有1 . 6亿人
在城镇租房居住，占城镇常住
人口的21%。可与庞大的租者群
体相对应的是，在不少地方特
别是大城市，不仅买房压力大，
租房也是一件难言轻松的事。
被随意涨价撵人，被黑中介宰，
诸如此类的租客“痛点”，太多

人都承受过。
在此背景下，住建部此次

出台的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必要的制
度供给。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国房屋租赁市场都处于市场
自发形成的欠规范地带，如租
户最敏感的租金支付问题，押
一付三甚至付六或更多，有的
还得提前一个月付，还有高昂
的中介费等，表面看虽是房东、
中介与租户协商而成，但在行
业潜规则的语境中，租户其实
并不具有对等的博弈和议价能
力，大多时候只能是被迫接受。

对许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
生而言，这也成了他们扎根城
市的第一道门槛，让他们负担
极重。此次意见稿提出，承租人
应当按月支付租金，出租人不
得单方面提高租金等，可谓对
症下药。

如果说购房是外来人口融
入城市相对更高的要求，那租

房理应是最低限度的门槛。或
许正因如此，不少国家对房屋
租赁都有明确规范。如美国出
台有房租管制法，限制租金的
涨幅与频率；德国对租者权益
的保障则更明显，比如明确房
主在3年内不得将租金上涨超
20%，德国目前自有住房率只有
逾4成，就跟这有关。在人们不
愿租房更愿买房的中国，让租
客享有居住尊严，或许也能折
冲部分买房需求。

基于此，用法规为租客的
权益撑腰，通过应有的法律规
范，改变房东、租赁中介与租客
之间的话语权失衡格局，改变
租房市场扭曲的局面，让租赁
回归“市场交易”的本质，让契
约精神在其中起到应有的约束
作用，很有必要。

当然，房屋租赁乱象多生，
不只是因以往行业监管乏力，
还跟我们的房屋租赁市场仍是
房东市场而非承租者市场有

关，毕竟出租房的供应仍显不
足和单一。去年国办下发《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房企开
展住房租赁业务，允许将商业
用房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
等，这些都亟待加速落实。

对租房者的权益保障，还
不能止于规范租赁环节。让租
房者也能依法享受同等的基本
公共服务，是个同样迫切的公
共课题，这也需要与居住证制
度等衔接。

一个健康的房屋租赁市
场，当实现租者也能“有其屋”，
即便是租房，也能享有起码的
居住尊严，而不是让租房和购
房之间产生太大的权利鸿沟。
最起码，应让城市里的租客尽
早告别被随意涨价撵人之痛。

（摘自《新京报》）

别把孩子逼上
“辅导”之路

□徐洁

谈起辅导班，几乎每个做父
母的都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
辅导班对孩子成绩多少有些帮
助；恨，是因为费钱更费心———
从听辅导机构的规划讲座开始，
焦虑情绪就不断发酵，直到孩子
中高考结束。

在很大程度上，辅导机构的
“成功”之处也正是在于抓住了
父母心中存在的这分焦虑。看到
一位同事在朋友圈里感慨：“如
果大家都不报辅导班就好了。”
背后无非就是一个“比”字，生怕
孩子少学了一点落了人后，生怕
没考上更好的初中、高中，将来
考不上好大学，人生太遗憾。

其实，考不上好学校，这辈
子也许会有遗憾；但从小学开
始，就一味地用考试成绩“催逼”
孩子，孩子的损失会更大。如果
一个孩子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真
正的兴趣所在，没有通过阅读、
写作、旅行探索和发现更有意思
的人生，即使考上好大学又能如
何？我特别赞同一句话：“没有能
力走不动，没有动力走不远。”学
习没有错，参与竞争也应该，不
过，家长应搞清楚一个问题：孩
子有真正的学习动力吗？

做教育记者若干年，采访过
不少“别人家的孩子”，从中也能
看出，真正优秀的孩子是清楚知
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愿意为之付
出努力的人。我问过2016年全省
高考理科状元：“你从父母的教
育中受益最大的是什么？”他回
答：“我从小无论想做什么，他们
都不限制我，而是尽量创造机会
让我去尝试。”也正因如此，他才
明确了自己的志趣，要当一名物
理学家，并以此为动力把学习做
到了极致。

一名家长在成都“学而思事
件”之后说道：做一个有定力有
主见的家长，相信大自然的规
律，相信孩子的学习能力，让孩
子顺其自然，去过他们自己想要
的人生。孩子是雄鹰，而不是风
筝，家长能做的就是引导孩子飞
向更广阔的天空，去追寻自己的
梦想，而不是盲目去追逐当下的
世风。

（作者为本报行业新闻中心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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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拥抱人性，让公益变得容易

□常江

近日，两则有关企业公益
的报道引起了舆论关注。浙江
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巨人集
团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
5000万元，支持浙大数学科学学
院新大楼建设，捐资人史玉柱
坦言做公益很难，不比赚钱容
易。而另一方面，阿里巴巴新近
披露的2017财年公益数据显示，
超过3亿用户、178万卖家通过阿
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参与公
益行动，看上去也没那么难。由
此可见，要在互联网时代推动
社会公益找准方向更为关键。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
坏的时代。”用狄更斯的这句话
来形容我们浸润其中的互联网
时代，再合适不过。互联网对人
类社会的解构与引诱，与其催
生的种种伟大变革一样引人注
目。不过，在技术、资本和规制
三种力量的有机配合下，全球
互联网行业已基本结束野蛮生
长阶段，进入集约、节制、全面

发展的新时期。这个转型时期
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各大企
业正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积极开
拓。

以美国著名互联网公司谷
歌为例。从2015年年中开始，该
公司即通过一个名为“谷歌光
纤”的实验项目，尝试为美国的
低收入家庭提供价格低廉的家
庭宽带网络服务。之后，谷歌又
在2016年年底完成了超过100个
遍布全印度的免费热点，供无
法享受稳定的家庭宽带网络的
民众使用。中国的顶尖互联网
企业在公益领域的作为也同样
引人注目。例如，阿里巴巴推出
的“蚂蚁金服”，已经成为我国
互联网公益领域最主要的线上
平台，在善款筹集、线上打拐两
大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
响。与谷歌公益项目侧重于为
民众提供可负担的稳定网络通
信服务以缩小“技术鸿沟”的路
径不同，阿里巴巴主要借助自
身强大的内容集群和互联网金
融系统，以极大提升信息和资
金在社会公益领域的流通效率
的方式，直接或间接解决日常
生活存在的大量实际问题。

这些公益项目及其产生的
良好反响，似乎揭示了在当下
亟待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就是
如何在技术理性泛滥的当下，
将失落已久的人文精神注入互
联网文化发展的动脉，促进科
技与社会的协调进步，从而使
互联网不仅能够为人们的生活
提供便利，更可成为普遍人性
和正确价值观的承载者。

从诸多知名跨国公司发展
的历史来看，“慈善转型”都是
在特定时期突破成长瓶颈、实
现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不难发现，当一个行业处于
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时，资本
的逻辑不可避免会在诸多情形
下成为主导企业战略的主要逻
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那些
最具远见卓识的决策者才能看
清“物极必反”的道理，及时以
商业利润支持公益及慈善事业
回馈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对于企业而言，还有一个
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那就是
构建温情、人性、绿色的企业形
象，以应对未来经营中可能遭
遇的各种危机。例如，福特长期

“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形

象，在评论家看来，是该公司得
以在诸多危机性事件中全身而
退的重要原因。

在整个世界由线下转为线
上、由物理转为数字、由线性转
为弥散的过程中，如何确保“人
性”这一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
核心元素，植入科技狂飙带来
的新型社会结构与关系体系之
中，是一切有责任感的互联网
公司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从中外经验来看，谷歌通过“缩
减数字鸿沟”以弥补技术发展
不平衡造成的数字民主失衡，
以及阿里巴巴借助自身的“超
级信息-资金流通平台”为三维
世界里存在的现实困境提供实
际的解决方案，是当下互联网
公益的两种成熟的模式，它们
或许昭示着“公益转型”的基本
方向。

无论是互联网公益的受
益者还是旁观者，都将日趋
接受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
观：科技给现代世界带来的
种种革新，只有无条件拥抱
人性的光辉，才能真正成为
全人类的福祉。

（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教授）

□何勇海

葛大家谈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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