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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 荣翌

下班路上“刷一刷”，等电梯时“抖
一抖”，吃美食前“拍一拍”……如今，各
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不少人的日常生
活。与此同时，如何有效防沉迷，成为
一道现实课题。据报道，在国家网信办
指导下，目前国内已有 21 家主要网络
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其实，不只是青少年，一些成年人
也在低头中感到“时间知觉麻木”，在虚

拟世界里“沉醉不知归路”。短视频何
以具有令人沉迷的用户黏性？仔细推
究，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和
传播机制。研究显示，人类存在“生动
性偏好”，更易被视觉性显著的信息吸
引。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
容易传播扩散。此外，传播参与者既有
围观心态，也有自我表露诉求，而短视
频能够实现双重满足。短小便捷的传
播形态，适应信息消费场景的碎片化；
垂直深耕、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对接
用户需求。可以说，以用户为中心的短
视频平台，日渐生成了富有特点的传播
逻辑与生态，占有了大量注意力资源。

“黏屏”现象也映照着短视频的“内
容引力”。几十秒的镜头，可仰望浩瀚
星空，也可俯瞰市井烟火；能近距离观
察社会肌理，也能深度透视时代景深。
点开视频，领略城乡风貌，了解风土人
情，足不出户就能“行万里路”。现实
中，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非易事，但
通过网上“打卡”，可以随时随地满足

“在路上”的愿望。与此同时，海量用户

的聚合，为人们提供了个体观察与群体
观察的视角。视频的主角，可以是知识
精英、“草根网红”，也可以是外卖小哥、
普通工人等人物形象。从这个意义上
讲，短视频以参差多态的内容，拓展了
人们认识世界的维度。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兴应用
场景，短视频正在构成独特的网络景
观。截至去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
达6.48亿，短视频营销市场规模逾140
亿元。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
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
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应看
到，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着
种种乱象：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
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
造“拼接真实”，挑战媒介伦理；未经过
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凡此
种种，给用户带来困扰，也不利于短视
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天，在5G、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
态加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
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

挑战。
传播实践证明，以优质内容传递主

流价值，是短视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路径。近年来，《习近平讲故事》《国
家相册》等主流短视频成为现象级产
品。观察那些迅速走红的“爆款”，不难
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以正能量吸引高流
量。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
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
生活”。点赞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
记录消防员逆行的“最美背影”，歌唱普
通人的亲情与爱情……优质的短视频，
往往紧扣“美好”二字，为网络空间增添
亮色。这也启示人们，相信美好、选择
美好、呈现美好，才能多创造高品质原
创内容，也才能收获更多用户点赞。

短视频不“短视”，发展才能不“短
路”。互联网的“头部效应”不仅意味着
传播优势，也意味着主流平台需要承担
更多责任。以内容风控和用户行为引
导防止传播失范，用更多优质内容资源
夯基垒台，短视频平台方能实现长远发
展，拥抱一个更加可期的未来。

□ 赵婀娜

日前，教育部、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
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从国家层
面为校外线上培训定规矩，也为这一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
政策依据，为保障线上培训健康发展树立了航向标。该《意
见》出台，也巩固了去年以来开展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
动的成果，彰显了线上线下统筹管理、同步监管的治理思路。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课外培
训发展迅猛。这种培训，价格相对较低、时间场地相对灵活、
覆盖面广，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等多种在线教学方式，满足了
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受到不少家长和学生的青睐。但问题也
随之出现，有的培训平台存在低俗有害信息或与学习无关的
网络游戏等内容；有的培训内容以应试为导向，超标超前，不
符合教育规律；学科类培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缺乏基本
教育教学能力；还有的机构，培训预付费过高、合理退费难，用
户消费风险大……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影响了在线教育的质
量。

一边是基于互联网的创新优势和旺盛的需求，一边是新
兴业态发展初期的问题频现，需求与挑战同在，折射出当前我
国校外线上培训规范治理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也考验着相关
管理部门的智慧。为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铺轨道、指航向，助
力其不断提高培训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适宜性，既需要在规范
治理过程中不搞一刀切、急刹车，也需要积极创新，用互联网
的思维方法解决互联网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意见》在坚持育人为本和依法规
范的前提下，吸收借鉴校外线下培训机构管理经验，采取了

“互联网+监管”的新模式。建设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
平台、建立黑白名单制度、要求保留教学影像和数据信息……
一系列举措实现了动态监管、有据可查，正是为了打造一个政
府科学监管、培训有序开展、学生自主选择的发展格局。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为教育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大山中的孩子可以同步接受优质教学与教育资源，有学习困
难或障碍的学生可以获得个性化辅导，不同地区的学生可以
进入同一个“课堂”协作学习，教育管理者可以从大数据中获
得教、学、评、测的全链条信息……以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
技术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实
现个性化教育带来了新的可能。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力量，
充分调动各方面特别是企业界、产业界的积极性，改革教学方
法和教育评价体系，推动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助力
实现因材施教，这样构建起来的，将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智能化
教育体系。

作为“互联网+教育”的重要形态，线上教育培训的规范
发展对于推动整个在线教育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期待以这次规范意见的出台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政府、社会、
行业的多方合力，让在线教育的监管更科学、行业更自律、内
容更先进，从而促进“互联网+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教育
发展打开更大空间。

□ 付彪

连日来，天津火车站出站口的“指
路小纸条”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天津
站将始发、途经该点的公交车、地铁班
次及所有站点信息，打印成五颜六色
的小纸条挂在出站口的墙面上，供需
要的旅客直接取走。这一便民举措，
获得旅客和网友点赞。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复杂
的交通线路，人们往往都有两眼一满
黑的感觉。尽管现在电子地图、智能
导航越来越先进，但对于中老年人来
说，还是很容易“犯晕”，不如直接问人
靠谱。“指路小纸条”就是满足了这些
旅客的需求。

纸条虽小，字字暖心，体现着一个
城市的文明与温情。它不只是挂在那
里供旅客们查询，还可以供需要的旅
客直接取走，过去“走一站、问一站”的
尴尬随之迎刃而解，对城市形象也有

加分，是个多赢的好创意。像天津火
车站这样的“指路小纸条”，我们还需
要很多，如指路入厕。换言之，我们更
是需要这种城市的指路精神。

比如，我们在外遇到“内急”，却找
不到公厕；想买早餐或水果、想修个拉
链、想补个车胎，却不知到哪里去……
解决这些困扰人们生活的烦心事，“指
路小纸条”同样有用武之地。一方面，
可以借助公交指示牌，将厕所位置、补
胎位置、修拉链位置等信息，印制在指
示牌的背面。另一方面，还可以将这
些便民“小纸条”在车站、码头、宾馆、
饭店、超市放置一些，让人方便拿取。
这样一来，“小纸条”就不仅仅是“指
路”了，还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总之，“指路小纸条”这类暖心之
举多多益善。政府部门、窗口行业、景
区也能借鉴，因为它体现了公共服务
重在为民的实质，非但“指路”，还可在
更多便民之举中满足群众需求。

□ 宋豪新

“越野天堂”“隐世仙境”“世外桃
源”……对于爱好户外旅游越野的人
们来说，四川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四川省幅员广袤，地质地貌多样，生态
旅游资源丰富，适宜于户外穿越、自驾
越野旅行，因而近年来许多景区客流
量逐年增多。美丽景致不可复制，也
往往不可再生。保护好美丽的自然生
态，人人都有责任。

过去几个月里，发生在四川的两
起违规越野，引起不少关注。5月初，
一段越野车队碾压“格聂之眼”植被的
视频在网络传播。几辆越野车环绕四
川理塘格聂神山景区的重要景点“格
聂之眼”行驶，肆意碾压周边植被，对
脆弱的高原生态造成致命伤害。6月
中旬，7名“驴友”涉嫌违规穿越卧龙自
然保护区大雪塘，并造成1人遇难。相
关管理部门依法对涉事人员作出处
理，但如何文明旅游、文明越野，值得
思考。

事实上，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
旅游景区，都有明文规定的生态环境
保护要求。即便是普通的森林、草原，
同样受法律保护。比如草原法第五十
五条就规定，“除抢险救灾和牧民搬迁
的机动车辆外，禁止机动车辆离开道
路在草原上行驶，破坏草原植被”。法
治社会中，任何户外活动都必须合法
合规，法无禁止方可为。如果户外越
野只图个人体验而不顾生态安全和法
规红线，难免出现生态资源受损、个人
违法违规受处分的多输局面。由此而
言，让法治意识、生态文明素养与户外
活动程度同步提升，是不容忽视的社

会课题。
当前，户外旅游和越野正在成为

国民休闲新潮，这是值得鼓励的发展
趋势，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应有之义。但也要看到，户外
活动会占用公共生态资源，让大自然
留下人类活动印痕，所以需要一定水
平的专业素养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
心。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原主
任、熟悉户外活动的肖锋，跟记者一口
气道出了“环境最小冲击”的七大原
则，分别是：提前准备计划、在可耐受
地面行进和露营、妥善处理垃圾、保持
自然原貌、野外谨慎用火、尊重野生动
物、考虑其他野外活动者。可见，参与
户外活动，最不能忘的，就是生态保护
这根弦。

格聂景区和卧龙保护区遭遇的问
题并非个例，国内有许多经典的徒步
线路，如羌塘线、洛克线、鳌太线、狼塔
线、墨脱线……深入其中探险穿越的
爱好者不在少数。而因为爱好者贸然
行动导致失联、动用巨大人力物力救
援的新闻也屡见报端。减少对自然生
态系统的人为干扰，防止发生不可逆
的生态破坏，是对自然负责、对子孙后
代负责的必然要求。相关部门应主动
制定措施，引导户外旅游、探险、越野
运动健康发展，引导爱好者提升素养、
重视合规参与，从根本上减少户外活
动对绿水青山造成的不良影响。

生态文明呼唤每个人养成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的文明自觉，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让户外活动绿色起来，让越野探
险文明起来，好生态才能持久惠及每
个人。 据《人民日报》

7月25日，在沈阳街头，一辆宝马
撞上了一辆尼桑，两车损毁都比较严
重。两位女司机下车后，没有先看自
己的损失，更没有相互指责，而是第一
时间抚慰对方。年长女子为年轻女子
擦掉眼泪，年轻女子查看年长女子身
上是否有外伤并表示要带她去医院。

最后，交警处理完毕时，两人互相拥
抱，一场事故以温情收场。见多了车
撞得不厉害，人却打得不可开交的事
故现场，沈阳这两位女士的做法真是
一股清流。谁也不想撞车，遵纪守法、
互相体谅，心路通了，马路也就清净
了。

□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黄小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26日在京会见全国
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向他们表
示诚挚的问候，勉励他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奋力开创我国退役军人工作新局
面。会议表彰了401名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91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和
76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对模范的表
彰，必将进一步推动形成尊崇、关爱退
役军人的良好社会风尚，激发广大退役
军人的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激励退

役军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我国现
有数千万退役军人，他们是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早在战争年
代，就有一批又一批军人到地方工作，为
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建功立业。新中国成
立后，大批退役军人到地方工作，为加强
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
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退役
军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成为改革开放
的时代弄潮儿，取得了骄人业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400万名退役军

人得到妥善安置，抚恤补助标准连年提
高，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得以接续，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归属感、幸福
感不断增强。

当前，退役军人工作面临新任务新
要求。这要求退役军人工作必须主动对
接强军兴军实践，加强政策衔接和跟进
落实，更好地服务改革强军战略的实施。

退役军人到地方工作，是他们人生
和事业的重大转折，军地各级要形成合
力，采取得力措施，既要把他们安置好，
也要把他们使用好，继续发挥好他们的
作用。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进新时
代，广大退役军人拥有干事创业的广阔
空间和舞台，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
全社会要为他们营造能够干事创业的
良好环境。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
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需要着力完善政策
法规，全面提高就业安置质量，提升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

做好退役军人工作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只要用真心献真情尽真力，就一
定能够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
面。 据新华社

营造尊崇关爱退役军人良好社会风尚

“指路小纸条”多多益善

“越野”不能变“撒野”

短视频如何实现长发展

相信美好、选择
美好、呈现美好，才能
多创造高品质原创内
容，也才能收获更多
用户点赞

让“互联网+教育”
健康发展

作为“互联网+教育”的重要
形态，线上教育培训的规范发展
对于推动整个在线教育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惊扰动物、采挖植物、乱丢废弃物、使用高分贝音响……
近日，北京发布“文明游园倡议书”和“不文明游园行为黑名
单”，将上述行为列入“黑名单”。据悉，北京各大公园将在显
要位置张贴“倡议书”和“黑名单”，并进行广播，提示游客文
明游园，保护生态环境，提升游园体验。 据《人民日报》

先人后己

日前，上海共和新路派出所接到
王女士报警，称一批价值 100 多万元
的蓝宝石被盗。据王女士称，为了配
合一个珠宝展宣传，她曾带着价值数
百万的珠宝进行露天拍摄，可拍完盘
点时发现一批价值100多万的蓝宝石
不见了。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拍摄完

毕后，装着蓝宝石的袋子掉落，被环卫
工当成干垃圾给清理了。经民警和环
卫工人合力，最终在垃圾分类桶中找
到了这批蓝宝石。贵重物品要小心存
放的道理不用多说，最关键的是，要给
垃圾分类点个赞。不分类，哪能这么
快找到。

点到为止
————张丽

完璧归赵

让法治意识、生态文明素养与户外活动程
度同步提升，是不容忽视的社会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