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马纯潇 组版：颜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为提高脱贫困难群众法律意
识、法律观念，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
街道网格化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工
作办公室、派出所等多部门联合开
展针对辖区脱贫享受政策群众的平
安建设走访宣传活动。

活动中网格员、村级乡村振兴
专职联络员以及派出所民警与脱贫
享受政策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脱
贫户身体近况及家庭需求，以拉家
常的方式宣传毒品原植物禁种工
作，讲解毒品危害；结合生活中的案
例宣传防范养老诈骗工作，提醒脱
贫户不要轻易相信免费领东西、上
门推销、中奖等诈骗陷阱；号召脱贫
群众积极参与反邪教工作，以反邪
教警示宣传加深对邪教组织辨别能
力。本次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共发放
宣传资料500余份，走访脱贫群众
500余人，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提供了法
治保障。 (刘中军)

东昌府区闫寺街道：

网格员走访脱贫户

如果没有舆情，两位举报者还会这么“幸运”吗

□张海英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日前回
复网民关于《未成年人文身治理
工作办法》的疑问时指出，即使
父母同意许可也依然不能提供
文身服务，父母自己经营的文身
店也不能给自己孩子文身。

这一权威回复，不仅回答了
在民政部网站留言的某网民之
问——— 取得父母许可后的未成
年人要求文身，是否能够被认
可？或父母经营文身店，可否给
自己未成年人子女文身？也释放
出一个明确信号：禁止未成年人
文身没有任何弹性空间，也没有

任何缝隙可钻。
在一些人的认知里，父母是

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涉及孩子的
事情，只要父母同意许可，其他方
面是无权干涉的。但这是一种片
面认知，因为孩子受相关法律重
点保护。凡是有损孩子身心健康
的行为，即便父母允许，也不可以。

文身对孩子伤害是多方面
的。首先是身体会受到伤害。文
身会对人体皮肤细胞、神经细胞
造成破坏，而且易感染、难复原。
其次，文身影响孩子未来发展。
一旦文身，孩子未来参军、考公、
就业等会受影响。

所以，几天前，国务院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
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
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
该规定中所说的“任何个人”显然
不留余地，也包括孩子父母。

而且，如此规定也有法律依
据。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
七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不得侵犯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综上所述，民政部明
确即便父母同意未成年人文身
也不行，有事实依据——— 即文身
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有法
律依据。

明确“即使父母同意许可也
依然不能提供文身服务”，不是
无视父母，而是为了更好保护未
成年人。因为，不是每个父母都
能认识到文身对孩子的危害。当
某些父母缺乏常识或因为溺爱
同意孩子文身时，制度就应该坚
决弥补父母欠缺或纠正父母不
当行为。

民政部此次对“父母允许情
况下是否可以为未成年人提供
文身服务”的回复中，彰显了未
成年人文身禁令无弹性，不给未
成年人文身留缝隙的态度，值得
称道。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新东方掌门人俞敏洪再次摸
索更新了直播间带货的新模式。6
月10日晚间的直播中，主播在推
荐商品时，进行英文单词与短句
方面的教学，同时在白板上进行
书写，方便观众认识。这一创新的
带货直播很快就火出圈。这样一
场“再创业”，备受关注，也值得
人们的祝福。这种祝福，就是一
种朴素情感的投射，人们希望
一个社会美誉度尚可、也展现
过一定责任感的公司，可以获
得更好的未来。站在一个更高的
层面说，社会也应当期待新东方
能够续写更精彩的故事。无论如
何，代表知识经济的新东方，如果
以一种拼搏进取的姿态重新闯出
一片天地，也一定能坚定人们对
市场经济的信念。 （易之）

6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
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

“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的《公告》正式公布。《公告》
明确行业组织应当积极推动行
业自律,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强
调单价超500元的盒装月饼将被
重点监管。

“天价”月饼反弹的现象,舆论
颇多非议。因为这些现象不仅背离
了传统文化本源,而且助长了奢靡
浪费,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甚
至可能成为腐败的载体。

现在,四部门发布《公告》,其
主要目的就是以月饼为切入点,
推动月饼等大众消费品回归传统
文化本源,提倡节俭、反对浪费,
形成广泛社会共识,遏制传统节
日相关商品“天价”现象。

（据南方都市报）

过往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如果没有这轮沸沸扬扬的舆论风波，如果没有这场由唐山市主要领导挂帅的专项
整治行动，就算举报者喊冤喊破了喉咙，当地相关部门也不一定能“听”得见。也正因如此，在肯定当地的舆情应对
姿态与案件查处速度的同时，围观者还有着更多的期待。

文身禁令无弹性意在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新东方“双语带货”出圈

一场值得祝福的“再创业”

遏制天价月饼现象反弹

让月饼恢复本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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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机械大型农机制造项目
是2022年省重大项目，总投资22亿
元，总规划面积450亩。项目规划有
下料车间、智能焊接车间、涂装车
间、总装车间，还规划了最为省时
省力的物流路线。6月底将完成厂
房、办公楼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11月底设备安装调试全部完毕。

项目全面达产后，江华机械
集团公司可以实现农机装备收入
42亿元，税金1 . 05亿元；带动农机
装备配套产业发展，实现产值20亿
元以上；带动劳动力就业5000人以
上。未来江华机械将更加集中力量
在农业机械整机制造领域，积极加
强同农机制造上下游企业的合作，
在省内形成一条稳固的农机制造
产业链条。 （王晓兰）

当前，正是小麦收割的紧
要关头，一些在外地打工不能回
家收麦的人家，一些孤寡老人、
残疾人，收麦成为他们面临的一
大难题。日前，郓城县随官屯镇
党委政府针对群众的需求，要求
全镇各村成立三夏生产志愿服
务队，帮助这些无劳动能力家庭
解决三夏生产面临的困难，确保
每家每户的小麦颗粒归仓。

随西村村民李文社在外地
打工，他家种了十四五亩麦子，
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家收麦，
这可把他妻子急坏了。村两委
了解情况后，6月7日，及时帮助
他们联系好收割机，小麦收割
后，村两委成员和多名党员志
愿者义务帮助李文社妻子将麦

子装车，并将小麦送到家中。看
着收获到家的小麦，李文社的
妻子说：“太感谢村党支部了。”

村民李乃西家有5亩多小
麦，年近七十，享受低保政策。他
儿子去年因车祸去世，儿媳改
嫁，孙子孙女年龄小，无能力帮
他，收麦对他来说是一件难事。
正在他着急时，村干部及时为他
联系好收割机，把收割后的麦子
帮他装车卸车，送到家里。

村党支部书记李海泉说：
“小麦从播种到收割，群众付出
了很多辛勤的汗水，不能因为
家庭没有劳动力我们村干部看
着不管，影响收割小麦，要保证
每家每户的小麦颗粒归仓。”

（赵考壮）

月薪1 . 8万元，对多数年轻
人来说都值得羡慕。但是，不久前
有一名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表
示月薪 1 . 8万的工作“毫无意
义”。发帖人自述，自己的工作
就是帮老板约会议、插花、订
餐、处理快递，“每天都在怀疑
工作的价值”。

网络热议表明，这条帖子说
出了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在现代
都市中，有的“打工人”拿着外
人看来足以钦羡的薪水，职场
氛围也友好健康，却难言对生
活现状与职业前景的满意。从
浅层次来说，他们从事着一份
自己眼里“不喜欢”的工作；从实
质而言，他们过着与理想预期不
一致的生活。

不管在什么用人单位，总有
一些琐碎、重复、看似“无意义”的
工作，需要员工承担和付出，用人
单位也要加强沟通，让相关岗位
人员了解这些工作的必要性与长
远价值，使适合从事此类工作的
人才感受到收获与成长。

（王钟的）

月薪1 . 8万

他们为什么不满意？

郓城随官屯镇：

帮助每家每户的小麦颗粒归仓

单县推动

农机制造产业成链

别让“唐山打人事件”衍生“二次暴力”
□许朝军

11日，@微博辟谣发布官方
消息，依据《微博社区公约》等
相关规定，共处置相关违规内
容530条，并对47个违规账号视
程度采取禁言7天至关闭账号的
处置。

热点新闻引发舆情发酵，这
是不争的事实。“唐山打人事
件”发生后，网络舆情汹涌，随
着舆情的发酵，一些“蹭热度”
的信息也开始粉墨登场。除了
这次微博平台直接处置的不良
不真不实信息外，西南政法大

学学生发布涉“唐山烧烤店打
人事件”不当言论被处理也霎
时成为热点。而近几天相关质
疑被打者身份、餐饮店老板行
为失当、现场有关人员行为，起
底个别商家和涉及人员隐私信
息等行为也开始在虚拟世界甚
嚣尘上，成为另外一种不容忽
视的行为和现象。

应当说，一些涉嫌不真不
实和不理性的言论，已经偏离
了理性监督事件发展处置的方
向，而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蹭
热点”“蹭流量”畸形。这些传播
者眼里已经没有是非对错和法

纪观念，也没有基本的评价标
准和理性客观的态度，有的只
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赚不来流
量不罢手的疯狂冲动以及出格
低俗。只要与这个热点有关，只
要能迎来关注提升点击量，就
可以信口雌黄，“开发信息”无
所不用其极。

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关
注、质疑、监督是民意反映的渠
道，但民意反映的原则和底线
应该是客观公正、理性科学、遵
纪守法。倘若偏离了这个方向
与原则，不仅不利于民意理性
认识的确立，不利于及时处置

相关信息，而且会给事件处置
制造障碍和“伪民意阻挡”，有
些偏离客观事实、违背法律和
道德底线的“伪民意制造”，只
能成为打着民意和舆情旗号实
则成为导致舆情偏向、制造舆
情暴力的“二次行凶”。

对于“唐山打人事件”必须
高度重视，及时发声，对相关案
件办理进展、事实情况调查等
只要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都
应该及时客观公开，用信息及
时公开澄清事实，不给各种“伪
民意”和“伪舆情”的“二次行
凶”有可乘之机。

□评论员 王学钧

“雷霆风暴”果然不同凡
响。6月12日下午，因“烧烤摊打
人事件”而深陷舆论旋涡的唐
山，召开了夏季社会治安整治

“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动员部署
大会。当天晚上，唐山警方就发
布警情通报，公布了对两起“热
点”案件的查处结果——— 经由
专案侦办，已将总计6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归案。

此前，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
都曾在事发之后，不止一次地向
当地有关部门求助过，只是一
直没有讨得一个像样的说法。
就在他们有些心灰意冷的时
候，“烧烤摊打人事件”在舆论
场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舆情
汹涌，群情激愤，唐山及其社会
治安状况成了全民围观的焦
点。在这一背景下，在家门口开蛋
糕店的吴先生与曾在当地某酒吧

做驻唱歌手的张女士抓住“机
会”，上网实施了实名举报——— 有
人对吴先生进行敲诈勒索，并对
其蛋糕店实施暴力打砸；有人对
张女士进行殴打辱骂恫吓，并以
关黑屋关狗笼等方式对她及其同
事实施非法拘禁。

作为曾徒唤奈何的被侮辱
与被伤害者，这两起案件的当
事人是勇敢的，更是幸运的。说
他们勇敢是因为，当有人侵害
自己的正当权利时，他们没有
像某些人那样，迫于侵权者的
威势而忍气吞声，也没有在投
诉无果之后轻言放弃，而是毅
然决然地站出来，以正当的方
式坚持为自己伸张权利。说他
们幸运是因为，“恰好”具有较
高媒介素养的他们，在当地“恰
好”发生重大舆情并“恰好”掀
起“雷霆风暴”的时候，及时

“蹭”到了舆论与公共治理的热
点，从而让自己的恶劣处境受

到了足够的关注与关照。
过往的事实似乎已经证

明，如果没有这轮沸沸扬扬的
舆论风波，如果没有这场由唐
山市主要领导挂帅的专项整治
行动，就算举报者喊冤喊破了
喉咙，当地相关部门也不一定
能“听”得见。也正因如此，在肯
定当地的舆情应对姿态与案件
查处速度的同时，围观者还有
着更多的期待。

一者，此前，当事人曾向当
地有关部门报过案并不止一次
地投诉过，为什么一直没能得到
满意答复？是当事人没把事情交
代清楚，还是有关部门慢作为不
作为？作恶者背后是否存在某种

“保护伞”与“关系网”？事已至此，
这个不说清楚，围观者恐怕不会
答应。

二者，这一次，像吴先生和
张女士这样上网举报的还有不
少。对当地有关部门而言，为上

了热搜的吴先生、张女士主持
正义已是一堂“必修课”。但是，
在认真上完这堂“必修课”的同
时，对其他网络举报者的权益
也必须予以充分关照。不仅如
此，还应对当地公共治理体系
严加省察：社会治安方面存在
哪些短板与漏洞？是什么阻碍
了举报者及时依法维权？这么
多人“蹭热点”“扎堆举报”意味
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常态化的
维权渠道并不通畅？

真正的法治，意味着法律
权威的系统性彰显，是努力让
每个人在每一“时段”和每一个
案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如果
唐山不能借这场风波在上述各种
问题上有所醒悟，就很难在法治
意义上对当地社会治安体系予以
矫正。这样的话，无论“雷霆风暴”
来得多么猛烈，无论相关个案查
得多么凌厉，都不过是一次危机
公关，一种权宜之计。

葛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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