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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威 之 声

江 海 评 论

世 象 杂 谈

日前，为拍摄恶搞视频博流

量，一对情侣用动物粪便和人的

屎尿搅拌混合制成粪水，趁人不

备，泼向无辜路人。民警随后将

二人抓获，查证作案5起，以涉嫌

寻衅滋事将二人刑拘。

流量至上，底线全无；自作自

受，罪得其咎。深更半夜，跑到地

铁站口冲路人泼粪，作案后撒腿

就跑且还拍摄恶搞视频——时间

点的选择、作案对象的选择、分工

协作的准备、作案5起的事实，足

以昭示犯罪嫌疑人行为之恶劣。

这对情侣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是

什么可以宽宥的道德瑕疵，而是

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自然，法

律自会给这起事件一个公平的定

论。

可以想见的是，就像那些以

身试法的“三俗”主播一样，这些

为了流量而“不疯魔不成活”的短

视频创作者，估计在东窗事发后

也会抛出“不懂法、不知法”的借

口。这些理由，或许可以自圆其

说，不过，如果当真以为这是无伤

大雅的玩笑，何以作案完毕就仓

皇逃跑？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

明显涉嫌违法的短视频，制作者

何以从不担心“没处播”？这两个

问题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

非底线是有的，公序良俗是在的，

只不过，短视频App领域群魔乱

舞，劣币驱逐良币之后，就鼓励并

怂恿了这种“泼粪式”的违法“演

出”。

玩笑归玩笑，违法归违法。

这就像校园里的规则一样，打闹

归打闹，霸凌归霸凌。在法律这

条底线之上，才有短视频创作的

合规与多元。遗憾的是，作为主

要责任人的平台方似乎始终疏于

监管。比如此前，一系列“电梯电

梯等等我”的尬舞视频在网络疯

传，视频里的年轻人，或是几个人

一起在电梯里蹦蹦跳跳，或是伸

出手脚阻止电梯门关闭，或是在

扶梯上逆行甚至劈叉……一系列

危险动作让人胆战心惊。以出格

和危险博眼球，以违法或三俗追

流量，平台方不管不问，甚至分类

集锦，无怪乎公众要谴责某些短

视频App“拉低国人集体智商”。

这两年，短视频异军突起，早

已呈现赶超直播的架势。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

国网民规模为 8.29亿，而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 6.48亿，用户使用率

为 78.2%。而短视频用户又以青

少年群体为主，《2019中国网络

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短视

频的忠实用户中，30岁以下群体

占比接近七成，在校学生群体占

比近四成。短视频平台中的青少

年用户比例，已然远高于大多数

的互联网产品。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我们有

必要强化短视频App平台的主体

责任和日常规矩。这就像网约车

出事，平台没办法袖手旁观一样，

短视频App平台自当遵循这样的

基本逻辑。说得更直白一些，若

是“泼粪类”短视频可以堂而皇之

地在手机App上传播，这就不该

只是约谈了事，而是应该直接无

限期下架软件并厘定其法律责

任。

恶搞视频的底线究竟在哪

里？这个问题虽然抽象，答案却

具象地呈现在亿万短视频的表现

与取向之间。于公共治理来说，

这两年，封禁个体用户的手段用

得不少，关停整个平台的决心下

得不多。如果平台对违法短视

频、三俗短视频没有“切肤之痛”，

“泼粪式”的违法恶搞怕是难以禁

绝。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该对突

破底线的恶搞短视频从严从重处

罚了。 ·邓海建·

（来源：人民网）

短视频岂能
只顾流量不要底线

电动自行车骑行便利、价格低

廉，是目前使用非常广泛的道路交

通工具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超

过2.5亿辆。然而，电动自行车也是

众所周知的“马路杀手”，世界卫生

组织数据表明，50%的道路交通事

故是由电动自行车导致的。给道路

安全“保驾护航”，需要进一步用法

律“制动”，全面推进电动自行车治

理规范化。

成为“马路杀手”的电动自行

车，很大一部分是“超标车”。根据

我国现行标准，电动自行车最高速

度不得超过 25km/h，整车重量不超

过 55kg。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电

动自行车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

重、越来越快，超过 40km/h和 70kg
的电动自行车成为主流。

不仅如此，许多车辆外观还趋

向“摩托化”，没有脚踏板，车体巨

大，不挂牌，完全失去了“自行车”的

标识特点。允许“超标车”进入道

路，毫无疑问会埋下巨大隐患。有

鉴于此，去年工信部、公安部等四部

门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标准。如必

须有脚踏骑行这一标志，以及速度、

重量、尺寸等指标，强化了其非机动

车的属性。

标准制定之后，如何保证其落

地执行呢？仍需要看到，此前电动

自行车在国标指导的前提下，依然

出现了许多阳奉阴违的做法。比如

数据可“篡改”，很多产品出厂时速

度限制在 25km/h以下，但消费者买

到手后，却可以通过插拔某个小零

件、剪短多余路线等一些手段，以解

除速度方面的限制。可见，防范“超

标车”流入市场，不仅要筑起法律防

护栏，更要加强源头监管。

纵观各地立法经验，产品目录

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方面，可以

有效阻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进

入流通领域和驶入路面；另一方面，

产品目录也可以避免质量监督管理

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具体执

法时频繁对车辆是否超标进行鉴

定，减少执法成本。

此外，电动自行车易成“马路杀

手”的背后，也有强烈的主观性因

素，比如骑行者罔顾交通规则，一味

见缝插针，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安

全隐患。对此，应该在立法过程中

突出实名制管理。其作用主要是解

决车主信息问题，在路面上通过电

子监控，可以实时抓拍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的道路违法行为，从而预防

和处理驾驶人闯红灯、逆行、超速、

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等违法行为。同

时，也要赋予交警部门更大的执法

权，在推动地方进行专项立法的过

程中，应进一步明确各类违法行为，

比如非法改装、拆卸车辆等行为，并

根据各地情况，适当设置处罚种类

和幅度，从而实现有效治理的目的。

当然也要看到，市面上还有不

少的存量“超标车”，目前，各地对这

些车辆设置了一定的过渡期，但为

了降低它们的危险程度，仍然有必

要实施临时登记，规定临时通行期

限、速度限制等，确保其通行安全。

同时，应通过以旧换新、折价回购、

经济补偿等方式加速淘汰进程。总

之，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道路交通

工具，需要兼顾平衡安全、秩序、效

率，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

严格实行新标准，并通过产品目录、

注册登记、设置过渡期等方式进行

监管，才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扶青·

（来源：人民网）

让电动自行车不再任性

房屋招租

老通掘公路中远大厦十一层有 450平方米房屋招租，
适合办公、培训、商务等。另有墙外广告位320平方米对外
招租。电话：13506286821

最近一段时间，侵害女童事件

时有曝光，令人痛心。如何把未成

年人保护落到实处，考验着各级各

部门的智慧和能力，更需要拿出掷

地有声的举措，让不法者承担应有

的法律责任。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如何

更好地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再次调

研表态。2018年 10月，最高检在认

真分析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

小学生犯罪案件基础上，向教育部

发送高检建〔2018〕1 号检察建议

书。这是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

发出的检察建议，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一号检察建议之所以重要，关

键要看其为何必要。有数据显示，

2018年1月至今年4月，全国检察机

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5.42万人，起诉 6.76万人。侵犯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多发，给依法惩治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未

成年人保护的严峻现实，切实发挥

好一号检察建议的作用，不能纸上

谈兵，而在于行动有力、措施有效。

未成年人保护不是单一保护，

而是立体保护、综合保护。其中，不

只是要防止性侵行为，还包括校园

安全、餐桌卫生等方面。换言之，校

园周边是否安全、学生接触人群是

否可靠、家庭环境是否和睦等，都在

未成年人保护范围内。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一

个都不能少，更要借由司法保护来

织密法律网、提升安全度。为此，从

家庭、学校、社会到教育主管单位，

再到司法机关，落实好保护责任制

不能有丝毫松懈。在这一方面，司

法保护仍需加强，该教育的要教育、

该严惩的不能纵容、有特殊情况的

要因人因地因事施策。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以司法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意义所在。

制度化保护、常态化执行，才是

最见成效的。就目前看，影响未成

年人安全的因素不少，如校园安全

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

伍管理不到位、儿童和学生法治教

育不足、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

针对这些问题，建章立制、完善治理

是重中之重，正如一号检察建议所

提出的，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

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校园预防性

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

员等，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然，有问题意识、有治理对

策，更要持续发力抓落实。发出检

察建议易，落实工作不容易。2018

年以来，全国共发出关于校园安全

建设的检察建议3472份。各级各部

门如何更加重视相关检察建议，如

何让“建议”真正成为行动，需要全

社会的齐心配合，如建立监督工作

制度和工作台账、欢迎群众监督执

行、由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等制

度建设，仍然在完善执行的路上。

可以说，一号检察建议只有持续抓、

长期抓，才能让未成年人保护多穿

一层“法律外衣”。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全社会

最大的心愿。因此，关心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就要对损害未成年人权

益、破坏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言行，

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推动完善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让制度扎根、

让措施落地，用司法之手保护未成

年人成长，还任重而道远。

·仲田·

（来源：人民网）

又是一年暑假时，孩子们开始

了各种各样的假期生活。有的被家

长安排参加各种学科培训补课，有

的被安排艺体素质提升训练，有的

去参加专业团队组织游学，有的则

和父母去境外旅游……孩子们的暑

假就这样被父母安排得满满当当。

也有少数家长干脆放任不管，

主要是留守儿童、外来打工随读小

孩和问题家庭。整个假期，家长焦

虑，孩子无奈，成为父母与孩子的冲

突高发期。没有一个孩子不想变得

优秀，只是没有养成好的习惯。“训

子千遍，不如培养一个好习惯”，叶

圣陶先生讲，“教育就是培养习

惯”。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健康人格，

而习惯养成是培养健康人格的重要

途径，即良好习惯缔造健康人格，而

小孩习惯的养成关键在家庭、在父

母。

习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

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

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任何的事业

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

也千万不要寄全部希望于老师，因

为再好、再负责任的老师，都不可能

有父母对孩子那样直接的影响力。

因此，父母不要总是拿工作忙

当借口，而忽视对孩子的教育。一

定要充分利用好暑假，把握与孩子

相处的时间，不要急于给孩子安排

补课，而应利用好假期给孩子养性

补德。俗话说，一个人有 3～5个好

习惯即可成功，有 10个好习惯必定

杰出。父母们都在苦苦寻找教育孩

子的好方法，而最好也最有效的教

育方法，就是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

习惯。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小培养孩

子仁爱助人、主动学习、认真负责，

自我约束和尊重他人五个良好习

惯。

如何培养孩子这些好习惯呢？

父母必须以身作则。社会学家费孝

通讲，“孩子懂道理，经常不是听会

的，而是看会的。”若父母经常撒谎

不守信用，不孝敬老人，不遵守社会

公序良俗，怎能教出小孩文明礼貌，

尊重他人、诚实谦恭？有少数父母，

自己坐在牌桌上或瘫坐电视机前，

却要求孩子“去看书，去做作业”，又

怎能培养出孩子好的学习习惯？我

们经常指责熊孩子坑爹，要知道熊

孩子的背后一定有熊父母，是父母

先坑了孩子，才有坑爹的孩子。所

以当父母在抱怨自己孩子有这样那

样毛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自己身

上找原因。

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孙云晓曾

对 148名杰出青年与 115名青年死

刑犯的童年教育进行过对比分析。

这 148名杰出青年在童年时代就集

中体现了六个习惯特点：自主自立、

意志坚强、友善合作、明辨是非、选

择良友、道德为先。与之相反，115
名青年死刑犯，他们的童年也有共

同的习惯特点：厌恶学习、粗野无

理、好逸恶劳、亡命称霸、是非颠倒，

荣辱不分。可见，好习惯让人终身

受益，坏习惯让人终身受害。

作为父母，如何利用长假与孩

子相处，从而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首先从小事入手，根据孩子在不同

的年龄段与孩子商定几个习惯，比

如约定每天做一件家务事。其次，

确定习惯的行为标准，比如早上起

床时间、书桌整理标准等。最后，当

孩子取得进步时，要及时表扬和鼓

励；当孩子出现差错时，要耐心引

导。

家庭是培养习惯的学校，父母

是培养孩子习惯的老师。父母们只

要真正培养起孩子好的习惯，孩子

一定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张进荣·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要从“建议”变行动

父母如何陪伴孩子过好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