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雾炮车有没有除霾
效果”，坊间一度有过争论，石
嘴山市大武口区环境卫生管
理站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据报
道，2017年12月初，该机构工作
人员对一处国家环境监测站
所在的办公楼墙体进行连续
喷雾清洗，干扰了空气质量监
测活动正常进行，相关负责人
受到处分。

事件曝光源于一张被贴
在网上的照片。照片显示，因
喷雾清洗“用力过猛”，加上气
温偏低，整栋办公楼被冰覆盖，
宛若“冰雕”。宁夏环保厅的通
报，证实了涉事环卫站“改善”监
测数据的意图，这恰恰给新形势
下的环保工作提了个醒。环保工
作愈发受到重视，环境监测数据
也愈发重要，扭曲的政绩观加
剧了地方管理者“粉饰”环保
成绩的冲动，给环保工作带来
了新的障碍。

雾炮车冲着环境监测站

“使劲”，很明显是为了“影响
检测设备采样口周围局部环
境”，让监测数据“好看”一些。
涉事环卫站的主管部门大武
口区城管局，给出了“喷雾抑
尘工作不规范”的解释，但如
此有针对性的“用力过猛”，用

“巧合”二字是解释不通的。事
件曝光后，宁夏环保厅和石嘴
山市政府进行通报，强调“严
禁触碰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
红线”，从侧面证实了上述喷
雾活动的数据“造假”意图。

事实证明，地方上“粉饰”
环境数据的冲动，并没有因环
保工作更受重视而减弱。曾几
何时，“唯GDP”的政绩观大行
其道，环保工作常因“服从大
局”被忽视。如今对环保工作
的重视程度加强了，很多地方
开始把环保作为重要的衡量
标准。比如，宁夏就明确规定
环保目标考核将作为干部选
拔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实

行“一票否决制”。“指挥棒”变
化了，迫使地方政府加强环保
工作，但在无形中带来了新的
政绩“冲动”，只不过，需要服
从的“大局”在方向上发生了
变化。

地方政府因此“动作变
形”，承担环境治理工作的个
别部门，反而站在了环境保护
工作的对立面。在2016年轰动
一时的“西安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数据造假案”中，用棉纱堵
塞空气采样器的就是当地环
保工作人员。此次用雾炮车

“制造冰雕”的，同样是肩负环
境治理职责的环卫站。更“巧
合”的是，被喷成“冰雕”的办
公楼恰恰挂着石嘴山市环保
局的牌子，至于该局在“精准
喷雾”中的作用，给人留下想
象空间。

正是出于对上述新情况
的警惕，国家层面一再强调

“避免地方行政干扰、编造、篡

改环境监测数据”。2015年新环
保法开始施行，彼时环保领域
就有过讨论，观点集中于运用
技术手段严格把控数据质量。
2016年11月环保部发布的《“十
三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
案》，则提出“环境质量监测事权
上收，全面建成国家环境质量监
测网”。“环保监测数据”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遏制监测数据造
假，一刻也不能放松。

最近几年，环保工作的成
绩有目共睹，这与各级环保部
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今，

“唯GDP”的政绩观得到扭转，
包括环境检测体系在内的环
保工作体系也日益完善，对于
环保工作者而言，此时应以更
大的工作劲头和更高的职业
荣誉感，推动环保工作“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至于通过组
织架构调整，防范地方各级环
保部门受“地方利益”掣肘，同
样是值得探讨的。

“大楼变冰雕”，敲响新的环保警钟

环保工作愈发受到重视，
环境监测数据也愈发重要，扭
曲的政绩观加剧了地方管理者

“粉饰”环保成绩的冲动，给环
保工作带来了新的障碍。对于
环保工作者而言，此时应以更
大的工作劲头和更高的职业荣
誉感，推动环保工作“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评论员观察

教育脱贫，不妨试试寄宿制

□王石川

近日，因一张“头顶冰霜
上学照”，云南昭通市鲁甸
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三年级
学生王福满走红网络，随后
其一家的生活状况受到外界
关注。1月19日，在有关方面
的帮助下，王福满和父亲王
刚奎以及姐姐王福美三人，
从云南鲁甸老家飞抵北京，
开启三天的圆梦之旅。（1月
21日《法制晚报》）

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参
观北京市公安局反恐和特警支
队 ，走 进“ 关 于 警 察 的 学
校 ”— —— 中 国 人 民 公 安 大
学……冰花男孩一一得偿所
愿。在为之欣慰之余，不能回避
一个令人忧心的细节——— 据王
福满所在小学的校长付恒称，
该校共有140余名学生，大部分

学生的家距离学校都比较远，
福满的回家路并不是最远的，
而最远的一名学生从家到学校
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

从家到学校要两个多小
时，一来一回，每天耗在路上
的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求
学路可谓艰辛。对于十岁左右
的孩子来说，路阻且长，显然
是不能承受之重。那么，能不
能有个万全之策，让孩子免予
劳顿之苦？

就在1月21日，有报道称，
“2017年马云乡村教师奖年度
颁奖典礼”在海南三亚举办，
马云呼吁企业家们，从推动贫
困地区学校寄宿制发展、修建
校舍、购买校车等形式上参与
农村教育发展，回报自己家
乡。马云公益基金会负责标准
制定、监督及落实。

推进寄宿制，堪称化解孩
子上学难的一条有效路径。一
来可减少乃至规避孩子在路
上的种种风险；二来可节约大

把时间，为孩子挤出更多时间
学习；三来也让学校和家长放
心。问题是，一旦施行寄宿制，
要建造宿舍，要雇人照顾，还
需设立监督机制，简言之，需
要钱和物，谁来承担？

具体到“冰花男孩”所在
的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
转山包小学，校长付恒称，对
于上学比较远的学生，学校准
备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在校住
宿，由老师义务管理，学校新
建的校舍已完工，下学期（春
节后）开学可投入使用，具体
要听从上级部门安排。此举当
然值得点赞，而在政府积极履
责的同时，也不妨动员有责任
的企业参与其中。正如马云所
呼吁的，建立一整套的寄宿机
制，兼顾孩子的学业与生活。

其实在欧美一些发达国
家，寄宿学校是普遍性的存
在，其好处显而易见。而在我
国一些贫困地区也试行寄宿
制，比如几年前贵州省打响一

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攻坚
战，计划投入120亿元，用3到5
年的时间，解决山区孩子上
学吃住难问题。而据报道，马
云公益基金会打造的“乡村
寄宿制学校提升项目”已在
贵州试点了两所寄宿制学
校，寄宿制学校不仅拥有教
学楼、食堂、宿舍、运动场，还
有科学的管理、丰富的课程，
有细心的生活管理员，也有
安全的校车。

我们常说脱贫致富，要
脱贫，教育须先行。众所周
知，脱贫最基本的内容是“两
不愁三保障”：农村贫困人口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可见教育脱贫在脱贫中占据
重要位置，从解决学生的住宿、
吃饭入手，同时培养出色的乡
村教师，均衡优质的义务教育
资源，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
这或是他们改变代际贫困、实
现命运转折的唯一途径。

葛一家之言

对“儿童邪典视频”要零容忍

自媒体既含“媒体”

就别罔顾社会责任

最近，自媒体大号“咪蒙”
推送了两篇文章，分别是《你们
去嫁给爱情吧，我只想嫁给钱》
和《致男友：你可以穷，但是不
能十年如一日的穷》，一如既往
透着浓浓的毒鸡汤味儿。

无独有偶，前些天在成都
摔狗事件扰攘之时，也有自媒
体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公
然主张网友“人肉”摔狗者。此
文轻松俘获了十万多的点击
量，但宣扬以暴制暴，显然不可
取。一个有着不少受众的自媒
体，动辄喊打喊杀，只会传递暴
戾，撕裂社会情绪。

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
更多信息生产、传播渠道的涌
现，拓展了媒体边界；不少人通
过自媒体发言，也激活与拓展
了表达权。

但自媒体既然带了“媒体”
二字，就不是一个私人密闭的
空间，而是一个偏开放的平台。
它在自媒体上传递了什么事
实，表达了什么态度，都会影响
受众。

基于此，自媒体也不能背
弃基本的三观与社会责任。不
核查事实，就匆匆炮制“新闻”
与观点，还动辄发表喊打喊杀
类的极端言论，与自媒体应有
的责任背道而驰。没有真相基
础的愤怒，或是罔顾法治正义
的情绪宣泄，都可能言不及义，
甚至伤及无辜。

更别说，有些自媒体发极
端之言，有商业考量。靠自媒体
赚钱，从互联网新经济中分一
杯羹，本无可厚非，也表明自媒
体能为个体创富提供了更多可
能。但部分信奉“一切生意的本
质都是流量”的自媒体，“事实”
唯恐不惊人，观点唯恐不极端，
这已不是正常的信息传播，也
值得警惕。

的确，自媒体为信息传播
贡献了更多生产力，由此激发
的表达热情应该得到呵护并鼓
励。但因为媒体性质加身，自媒
体也不能违背基本的社会道
义。一味喊打喊杀，伤害了别
人，也终会殃及自身。（摘自《新
京报》，作者新吾）

□张立美

白雪公主、小猪佩奇、天
线宝宝……相信不少家庭都
曾让孩子独自观看过这些卡
通视频。然而，网上流传的一
些内容，披着这些经典动画人
畜无害的外衣，却包含许多色
情、暴力、凶杀等元素，让人看
后深感不适。最近，曾一度让
国外舆论哗然的“儿童邪典视
频”，大规模蔓延到国内。（1月
21日新华网）

儿童不同于大人，他们的
心智还不够成熟，是非辨别能
力也比较差。在互联网上发布
和传播披着经典动画片外衣
却包含色情、暴力等元素的视
频，毫无疑问，这很容易吸引

儿童观看，也很容易误导儿
童，诱导儿童模仿视频中的镜
头、片段，非常不利于他们的
身心健康成长，影响他们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贻害无穷。

从法律角度说，在互联网
上发布包含色情、暴力等元素
的“儿童邪典视频”，实质上是
一种违法行为。《未成年人保
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
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
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
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
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
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
物以及网络信息等。从这个角
度说，对于发布“儿童邪典视
频”这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
应当介入调查，依法追究其责
任，不能一删了之。

事实上，不管是在电视台

上发布儿童题材视频，还是在
互联网上发布涉及儿童题材
的视频、内容，其标准应当相
同，不该有差别，都必须保障
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这是底
线原则，绝对不能逾越。所以，
要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健康
的成长环境和清朗的互联网
空间，对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
成长的“儿童邪典视频”必须
零容忍，不能放纵“儿童邪典
视频”在任何渠道和平台上发
布和流传。

视频发布平台要从社会
责任出发，起内部监督责任，
对涉及儿童题材的视频内容
加强人工审核力度，不能让

“儿童邪典视频”顺利通过审
核发布出来，对通过审核发布
出来的“儿童邪典视频”要及
时删除，并尽快拉黑、封杀发
布“儿童邪典视频”的作者。同

时，应向公安机关、互联网主
管部门报案，交由相关部门依
法惩治发布、传播“儿童邪典
视频”的相关人员。

“儿童邪典视频”是披着
羊皮的狼，绝对不可轻视。这
件事令人想起，前些年流行的
所谓“暗黑童话故事书”，亦是
同样的制作手法，将经典童话
扭曲改写，充斥各种邪恶暗黑
元素，哄骗孩子，亦造成了严
重的社会负面影响。

不能任由携带血腥、暴
力、色情等负能量的“污染源”
污染网络空间，网络不是法外
之地。尤其是现在的触网年龄
日趋降低，未成年人成了网络
的原住民，要给我们的下一代
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更要还
网络环境以风清气正。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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