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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平 台 里 如 果 干 净 纯 洁 、安 全 可
靠，给网民带来的是新气息、新风尚，营造
的是良好的氛围；而如果是污浊混乱，不
仅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对个人和社会也
都将带来损害。针对有害信息进行专项治
理行动，确保网络空间更加清朗、生态良
好，
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积极回应了广大
网民对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呼唤。网络空
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负面有害
信息，污染精神家园，造成信息误导，让人
们迷惑、迷惘，不坚决铲除，后患无穷。加
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既
是网民的期盼，也是摆在监管部门、行业
主体、从业人员面前的现实课题。
净化网络空间，
要推进依法治理，
落实
主体责任。
此次专项行动将严格按照
“谁主
管谁负责，
谁主办谁负责”
原则，
狠抓责任落

实，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
任，
各网站平台要坚决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全力推动网络生态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网 络 是 个 虚 拟 世 界 。离 开 法 治 和 道
德，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陷阱等就会
大行其道，广大网民就可能深受其害。依
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是对社会负责、对
人民负责。维护网络空间这个精神家园的
风清气朗，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企业要
承担企业的责任，政府要提高治理水平，
广大网民也应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
互联网是技术进步带给人类文明的
礼物。要让更多的网民能够在互联网的世
界中沐浴清风、汲取营养，让互联网成为
涵养社会心态、提升公众文明素养的重要
载体。也唯有当每个个体都争当网络良好
生态营造者之时，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才
真正可期。

特别关注

文/罗志华

别把学生“美容致死”仅当个案处理
清责任、加以处置。
第二个层面是，对这家医院及其所在
公司的运作模式进行反思，进而在更高层
面来发现问题、总结教训、加以改进。这
属于医疗监管范畴，具有净化行业、保障
行业健康发展的更大作用。
尽管在当前，这名女生就医的具体细
节尚不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就事
论事地处理个案，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技术
争议，即使最终发现医院存在很大的责
任，医院所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有限。当
然，医院在操作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医生
执业资格证不规范，甚至存在非法行医等
更为严重的现象，但只要局限于个案处
理，医院也不会伤筋动骨，等事件过后，仍
然可以故技重演。

在医疗和保健品领域存在一种比较
奇特的现象，很多时候，涉事医院和涉事
推销商并不怎么害怕出事，有的甚至仅仅
满足于不死人即可。之所以出现如此奇
怪的心理，是因为只要能够就事论事地处
理，他们就能够轻易做到丢卒保车、赔钱
了事。
整形美容行业存在的一些乱象由来
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资本过度介
入、诊疗过度商业化、网贷平台介入医美
行业等，这些做法是否合适，值得深刻反
思。一位年轻女大学生的突然离世让人
悲痛，告慰她的最好办法，是在查清个案
真相后，将事件当成反思整个行业和模式
的一次契机，避免更多人因做美容手术而
付出惨痛代价。

大众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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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则守护出行文明

让网络生态空间更加风清气朗

随着 2019 年春运火车票开售，一年一度的春
运大幕即将拉开。国家发改委等 9 部门近日发布
《关于全力做好 2019 年春运工作的意见》，明确将
依法严惩“车闹”
“ 机闹”
“ 高铁霸座”等旅客严重
不文明行为，维护良好出行秩序。
岁末年终，家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对辛苦
一年的人来说，回家是最好的安慰，团圆是最大
的快乐。春运回家路上，要想走得安全走得舒
适，离不开得力的春运组织和高效的春运服务，
同样也离不开文明的春运秩序。文明力量的加
持 ，同 样 是 春 运 安 全 的 保 障 ，是 春 运 秩 序 的 必
需。我们每个人既是回家路上的旅客，也是文明
春运的参与者和维护者。
过去的一年，交通领域曾发生过一些引起公
众讨论的事件。抢夺客车方向盘的“车闹”不时
上演，机场粉丝追星的“机闹”频频，高铁上“霸座
男”
“ 霸座女”不断出现……春运的繁忙，无疑会
放大不文明行为的危害程度和负面影响。不能
让极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耽误了绝大多数人的
春运出行。
保障春运安全，维护春运秩序，关乎数以亿
计旅客的切身利益，容不得“车闹”
“ 机闹”和“霸
座”等耍横胡来。9 部门联合发文强调严惩旅客
严重不文明行为，非常及时和必要。
“ 有言在先”
的依法严惩，既是一种公开宣传，也是一种有力
震慑。这种对规则的进一步明确，更有益于规则
意识的树立。倘若总是“下不为例”不予惩处，看
似更为人性，实则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放纵。
面对不文明行为，除了司乘人员需要提高处
置能力，相关部门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其他乘客
也应勇于对其说“不”，特别是要勇于制止影响驾
驶员正常驾驶、侵扰公共运输安全的旅客违法行
为，
同时以文明的标准自我约束。
如果每个人都能更文明一些，出行自然就会
更有秩序，春运自然就会更为温馨。正如美丽的
雪景里，每一朵雪花都有构图的意义，春运的人
流中，每一个旅客都是文明的力量。文/舒圣祥

文/任飞帆

拒绝假流量，锻造好品质

中国影视行业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
展，催生了一批龙头企业和经典作品，不
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大量
影视从业者也从中受益。在看到成绩的
同时，也要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收视率数据中的“水分”
问题。
一段时间里，一些播出机构甚至在购
剧合同中，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诱
导制作机构去买收视率。数据造假，花招
迭出，渐成顽疾之一。有的电影院，凌晨
竟是票房最高时段；某网剧点击量高达几
百亿，远超全球人口总数；几部同时段播
放的电视剧，共同标榜自己“收视率”第
一。
类似造假顽疾久治不愈，在于整个造
假的链条中，都有人获益：明星可以凭此
提升个人商业价值；播出制作方能够以此
吸引广告商；投资公司可以借此吹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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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羽

1 月 3 日下午，一名女生在贵州整形口
腔美容外科医院（民营利美康医院）做隆鼻
手术时死亡。1 月 7 日凌晨，贵阳市云岩区
卫计委通报了
“19 岁女孩隆鼻意外死亡”
事
件的最新进展。通报显示，法医已完成尸
检取样，尸检和医疗损害鉴定工作正在同
步进行中，
是否存在医疗损害、
院方过错等
问题也在调查中。受
“隆鼻手术患者死亡”
事件影响，
1 月 7 日利美康发布公告表示，
公
司紧急停牌。
（1月8日《北京青年报》
）
做一个隆鼻手术竟意外死亡，如此悲
剧令人震惊嗟叹不已。这起事件发生之
后，可以在两个层面进行处理。第一个层
面是，将之当成一个个案处理。这起事件
首先作为个案存在，因此个案处理是一个
必经过程，必须在个案当中还原真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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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近日，
针对网络生态问题频发、
各类有
害信息屡禁不止等突出问题，
国家网信办启
动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
剑指淫秽色情、
低俗庸俗、
暴力血腥等12类负面有害信息。
据悉，此项行动将持续开展 6 个月，对
各类网站、移动客户端、论坛贴吧、即时通
信工具、直播平台等重点环节中的上述负
面有害信息进行整治，集中解决网络生态
重点环节突出问题，充分运用现有行政执
法手段，严厉查处关闭一批违法违规网站
和账号，有效遏制有害信息反弹、反复势
头，促进网络生态空间更加清朗。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也是
一个文化大平台，对亿万网民的求知途
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重要影响。其
传播优势和舆论功能，为推动信息交流、
促进文化繁荣、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新的
渠道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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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部主办

泡沫。而这种造假行为，对整个文化行业
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它
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使作品优劣失去
公允的标准与评判，制作方无法沉潜创
作，反而急功近利高价争抢“流量明星”，
挤压制作成本，伤害艺术品质，使“劣币驱
逐良币”
，破坏文艺创作的健康生态。
事实上，影视数据造假阻碍行业发展
已是共识，打假成为共同呼声。业内众多
人士都曾公开发声抵制，有的还在全国两
会形成相关提案；有的视频网站宣布关闭
前台播放量显示，告别“唯流量论”。国家
在制度措施和法律层面也都在亮剑。近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广播电视节
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基本建成并
开通试运行。该系统可以反映影视节目、
各个时段的收视情况，被看做未来的“官
方收视率”。让收视数据成为公共数据，

此举被视为根治影视数据造假的重要一
步。2017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
产业促进法》剑指“偷票房”。2018 年 8 月，
国内首起因在视频网站“刷量”而引发的
不正当竞争案在上海宣判，被告“刷量”公
司等被判赔偿 50 万元并公开道歉。打击
电视剧收视率造假正形成合力，产生刚性
约束效果。
成 熟 的 市 场 ，不 但 有 高 水 准 的 创 作
者，也有高素质的观众。近一段时间，
“流
量脱水”
“流量退潮”成为影视行业的热门
词语，所谓“流量明星+大 IP”的爆款公式
已非百试百灵。很多观众不再单纯为明
星、内容甚至话题买单，他们更加看重作
品的品质。
《大江大河》
《红海行动》等影视
作品叫座又叫好，也启示我们，影视作品
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
心智，才能为观众所喜爱。

新闻内外

文/李思辉

对“毁容式修复”的敏感并不多余

据媒体报道，
近日，
有网友发帖称，
位于
广东佛山的古建筑青云塔经过修缮后，
颜色
变得十分鲜艳，
失去了原有古韵，
并上传了修
缮前后的对比照片。对此，
管理方回应称，
对
比照片中并非同一古塔，
而是青云塔和太平
塔两座古塔，
二者被当地人称为
“双塔”
“
。双
塔”
修复全程都经过专家组指导把关。
倘若诚如管理方所说，网上的两张对
比照片，
此塔非彼塔，
当地并没有破坏文物
原貌，
那网友大抵是没有了解清楚情况，
造
成了误会。管理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把
事情说明白，误会不难消除。批评监督当
然应该先把事情弄清楚，
但也要看到，
人们
对类似事件的高度敏感有其现实原因。近
些年来，
各种
“毁容式修复”
频出，
有的对文
物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
令人痛心。
四川安岳石窟千年佛像被刷上彩漆，

浓妆艳抹的“土式审美”广受诟病；辽宁朝
阳云接寺精美的清代壁画遭遇“破坏性修
复”；有着 170 年历史的浙江温州平阳鳌江
福星桥，由原先的五孔桥“修复”成四孔
桥，凡此种种实在令人痛心。
《文物保护
法》规定：
“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
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文物不是陈旧的摆设，不是任人打扮
的小姑娘，而是凝固的历史记忆，它承载
着历史烟云、岁月变迁，务须视若珍宝，不
能以修复文物之名行破坏文物之实。
网友的一次次随手拍、媒体的一次次
曝光、
有关部门的一次次追责，
提升了人们
保护文物的意识，激发了人们举报的积极
性，也让简单粗暴的“毁容式修复”变得非
常敏感。文物一旦破坏就难以复得，公众
对此高度敏感，
并不多余。这种敏感对
“毁

容式修复”等乱象可起到一定程度的阻止
作用，
但真正能够给分散在各地的古文物、
古建筑以科学修复方案，并且指导和参与
完成科学修复的还是专业的文物修复人
员。而在我国，
这方面的人才却严重不足。
据国家文物局 2014 年的调查显示，全
国文物系统 3000 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
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修复。但全国
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尚不足 2000
人。几年过去了，
文物修复缺人、
留不住人
的尴尬依然存在。文物和古建修复是一个
涉及建筑学、美学、化学、物理学等多个学
科知识，
以及宗教文化、
道德伦理等文化素
养的工作，专业性较强。如果我们不尽快
补上文物修复人才不足这块短板，专业的
事没有专业的人来做，一些地方在修复文
物时，
恐怕还会出现外行的
“土味审美”
。

保障救护车畅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据报道，1 月 4 日，北京急救中心医生徐海军
在转送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被前方一辆私家车阻
挡，救护车无法超车，只能紧跟其后。1 月 6 日，
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介入，根据调查
事实，对当事车主未按规定让行执行任务的救护
车的行为做出了罚款 200 元、扣 3 分的处罚。
对急救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对当事人处罚
再重也不为过。但仔细想想，相比事后惩罚，事
前预防更显重要。救护车要想在城市畅行无阻，
及时无误地将急救患者送到医院，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作为交管部门，既要加大对恶意阻挡救护
车通行车辆的处罚力度，也要为让行救护车提供
宽松的环境，例如对因让行救护车而产生的交通
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免于处罚？而城市道路、小区
住宅等建筑在规划设计时，也应考虑到消防车、
救护车等特殊车辆的通行。对公众而言，应该明
白，让行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是在为公众利益让
行，谁都有可能成为这些特殊车辆的服务对象，
从中受益，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面对一些恶
意不让行的行为，未来可以考虑将恶意阻挡特殊
车辆通行的行为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对其实施信
用惩戒。最后，对特殊车辆来说，应十分珍惜被
让行这一权利，
珍惜声誉，
切忌滥用。文/蔡洪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