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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之自由

今日
说事

自
由
有
序

乱乱转转朋朋友友圈圈虚虚假假信信息息是是滥滥用用网网络络自自由由
不求证就转发，小心变成谣言助推者

王秀芝（滕州市民）

最近一则关于“一个三岁
小女孩在东湖走失求扩散”的
微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朋友
圈里，网友纷纷围观、转发、分
享到朋友圈，看似很真实的一
则消息，其实在两年前就曾在
我的QQ空间里出现过，里面留
的电话是虚假的，上面提到的
地点根本不存在，这只不过是
一些人借以提高微信的名气
而玩弄的伎俩，我动动拇指，

毫不犹豫地辟谣。一些虚假、
不健康的微信时不时出现在
朋友圈，朋友圈俨然成为虚
假、顽疾信息的重灾区，很多
信息是经不起推敲的，有的则
是不攻自破。

在倡导网络普及的今天，
打着“网络自由”、“言论自由”
的幌子，通过具有病毒式传播
功能的网络散布谣言、传播虚
假信息赚取人气、进行炒作，
已经是很常见的网络行为。作
为一名网民，我们在围观、吐

槽、拍砖的同时，是否应该多
一些理性呢？

我们每个人都曾被网络
上神乎其神的信息吸引过。在
不求证真相的情况下，拇指一
动，转发了，一些虚假信息甚至
谣言就在弹指间迅速传播，自己
无形中成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者，
成了某些谣言的推手。

曾经我也这样做过，慢慢
地，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这种不吐不快、盲目跟风、不
经过大脑过滤的行为难道就

是我们所提倡的自由？这种建
立在无约束的基础上的自由，
其实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无
形中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损
害了社会和谐。作为一名网
民，我们在吐槽的时候应该多
一些理性思维，积极转发那些
符合科学规律、经得起推敲的
信息，多传播一些社会正能
量，净化网络环境。只有文明、
理性，才可能有健康网络，我
们每个人才不会被谣言轰炸，
才能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

“为所欲为”

不是真自由

韩志亮(潍坊市民）

当“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的时候，

“法治”好像显得不再那么理直
气壮，一些人也每每对规章制度
颇有微词，或置若罔闻，或牢骚
满腹，甚至认为一切法规制度都
是自由、民主、和谐、幸福的天
敌，甚至把毫无约束、随心所欲、
信马由缰看作是幸福与自由的
真义。

这显然是一种错觉。法治不
是管制人、压抑人的工具。恰恰
相反，从根本上说，法治是保证
人们生活在安全、和谐、舒适和

“真自由”中的美丽光环。法治之
美表现在它不是为少数人谋利
益，而是为大多数人谋公平，当
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便会
自然感受到“法治之美”，遵守法
规制度便会成为一种自觉自愿
的行为，成为一个组织乃至整个
社会发展和提升的一件重要法
宝。

“为所欲为”不是真自由，就
像一条河流无论它如何波涛汹
涌也得有堤岸做阻挡。国有国
法，家有家规，任何人必须生存
于制度之中，突破制度、为所欲
为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为
所当为”乃是自由之真义、幸福
之根本。

别别让让自自己己的的自自由由侵侵扰扰到到别别人人
河边散步差点被宠物狗咬，主人竟然在一边大笑

一天傍晚到河边遛弯，欣
赏着怡人的景色，呼吸着新鲜
空气，正陶醉之际，忽然从小岔
路上窜过来一只毛茸茸的长毛
犬（恕我眼拙并不识此犬为何
品种）。

或许是受了惊吓的缘故，
看似温顺的长毛犬，突然龇牙
咧嘴冲我狂吠起来，并躬身作
欲扑状，搞得我进也不是退也
不是，巴望着其主人将其唤住，
但随后赶到的贵妇样女人，先
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后见
我惊慌竟说到，没事的，不会咬
你的。狗仗人势的长毛犬并没
有给主人“长脸”，反而更迅猛

地扑过来，我有心一脚将其踢
出去，又想到打狗还得看主人，
虽然我与贵妇素不相识。最后
我只好开动双腿三步并作两步
落荒而逃，引得后面的狗主人
一阵愉悦的笑声和长毛犬得胜
般的吠叫。

事后想想，虽然还是有点
生气，但也很是庆幸，如果碰到
的不是攻击力一般的长毛犬，
而是一只体型巨大嗜血凶猛的
藏獒，打几针狂犬疫苗恐怕都
是轻的。豢养宠物犬的缘由无
需赘言，主人对它的感情也可
以理解，他人无权干涉养犬者
的自由，但对你而言颇通人性

的宠物可能在他人眼中是梦
魇。

作为一个公民，养宠物犬
者在满足自己的同时，理应树
立公德意识，学会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一下，
不要把养狗的自由建立在侵
扰他人自由的基础上。在家中
少让你的爱犬狂叫，尤其是在
夜深人静时；搞好宠物 的 卫
生，别让狗毛乱飞气味冲天；
出门遛狗拴好牵狗绳，防止
狗狗乱窜伤及他人；携带好
工 具 ，随 时 清 理 宠 物 的 便
溺……做到这些难吗？其实一
点都不难。

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什么是自由?这并非一个用只言片语能说
清楚的概念。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自由是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
自身的行为负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涉及自由这个话题,比如人们行为的边界,言
论的边界,思想的边界。在这些方面,毋庸讳言人人都在追求个人自由的最大化，但也别忘
了，别让你的自由侵犯到别人的自由。

网网络络世世界界也也有有界界限限和和规规则则
QQ群里观点碰撞可以有，但别谩骂甚至约架

刘曰章（章丘市民）

前不久，我参与管理的一
个摄影群的两个网友因观点
不同，以至于恶言相向在网上
约架，在群内造成了很坏的影
响。不只是管理员，就是网友
也非常反感。为了其他网友能
够正常交流，肃清群里的不文
明行为，在大家一致反对声中
将其踢出而告终。像这样的情
况，不只是这一个群存在，在
其他群内也曾多次遇见过。

网络发展迅速，早已进入
千家万户，逐渐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一部分。别说是年轻
人，就是泡在网上的中老年人
也不鲜见。大家进入网络这个
虚拟的世界，各自有各自的需
求，但不管怎样，文明交流应
该是第一位的。“虚幻”的世界
尽管不一定互见，也不一定相
识，但彼此之间也应该像老
朋友见面一样交流，应该珍
惜这份缘分，彼此真诚互连。
像前面所说的网友之间交流
不畅，观点彼此碰撞是常有
的事情，但到了互相指责、谩
骂及约架的状态，的确有些过
分了，不仅大伤和气，让其他

的网友也觉得不爽，乃至产生
厌恶。

网络虽然看起来是个自
由自在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
随意进出，但是网络也有网络
的章程或规则，所有网友都要
遵循规矩，不能想咋的就咋
的。通过网络互相交流就是为
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修养水
平，或者是为了倾诉心声，渴
求得到别人的帮助，使自己尽
快走出郁闷的泥潭。总之，情
况各异，互有所需。网友之间
的交流，如观点不同，应该互
相包容，慢慢找到契合点，谈

得来就谈，谈不来就不谈。因
为话不投机而伤了和气，对谁
都不好，彼此心情大糟，这是
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其实也没
有必要。

网络的“虚幻”不是无底
洞，它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网
络自由也不是没有界限，它有
一定的规则，彼此都要遵守。
但愿在网络上人们彼此都能
懂得互相尊重，既要恪守自己
做人的原则，也要恪守健全人
格的道德底线，坚持文明上
网、文明交流，这才是最最主
要的。

我们的价值观

征集漫画啦

本报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12个词,共24个字,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如果您喜欢用漫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欢迎拿起笔给我们投稿,您的作品我们将通过报纸和新媒体刊发。漫画作品尽量结合山东特色元素,

可结合核心价值观中任意一个主题进行创作。作品须为原创。此外,如果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让您有

所感触,也欢迎用漫画的形式投给我们。投稿地址：woxinwen@126 .com。

对于非原创作品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法律纠纷,责任由投稿者自行承担,与征稿方无关。投稿作品

一次性支付稿酬外不再支付其他报酬。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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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建波（诸城市民）

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
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透过镜头表
达自我、表现世界。但自由也是相
对的，“随心所欲”的前提条件就
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守公序良
俗。比方说，在公共场所，你能进
行自由拍照吗？

我认为，除了涉及公共安全
如机场安检口、银行等场所之外，
公民在其它公共场所进行“随意
拍”，这种行为是允许的，并不违
法。但在“随意拍”的同时，一定要
注意不能影响到他人，只要拍照
行为没有对他人构成干扰，而且
你只是将从公共场所拍得的照片
作为资料收集或自己欣赏，并未
加以传播，这种行为就既不违法
也不侵权。但是，如果拍照者用拍
得的照片谋取了合法或非法商业
利益，就侵犯了被拍照者的肖像
权。如果恶意散布、诋毁被拍照者
名声，就侵犯了被拍照者的名誉
权,这种情况下，拍照者就要承担
相应的侵权或法律责任。

“随意拍”

要遵守公序良俗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价值基础。公正不是一个单纯的
概念，在现实中，它常常和自由、
权利、美德……这些复杂的东西
搅和在一起。公正的实现，不仅仅
是个人的事，更是整个社会努力
和追求的方向。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曾遭
受过一些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
情，看到过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
公正？你是否曾为自己或帮助别
人去找回公正？欢迎来稿说说你
的经历、看法和你对公正的理解。

投稿方式:
1 .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投

稿,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加入“今日说事”QQ群,群

号:392120875
3 .发送到邮箱 :woxinwen@

126 .com
4 .下载壹点客户端,在情报站

发表看法

你曾为公正的实现

做过哪些事？

刘学英（山东省无棣县
公路局）

友善 苏学兵 绘 诚信 李永福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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