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游戏 《王者荣耀》 因易致未成年玩家沉溺
一再引发争议。 近日， 游戏的开发商腾讯公司推出
的号称 “最严防沉溺措施”， 却遭遇上线当日即被
“破解” 的尴尬。 而破解方式简单到只需换个成年
人的身份证号即可。 看来， 筑牢 “身份证防火墙”
防沉溺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7月9日新华网）

□朱慧卿

遇到救护车被堵在路上你会
怎么做？ 7日下午， 一辆救护车
从东莞开往深圳南山医院时遇到
堵车， 前方车辆纷纷往道路两侧
避让腾出位置， 硬是在十分拥挤
且堵塞的车流中空出一路 “生命
通道”， 让救护车仅用3分钟 （正

常情况下预计通行时间需半小
时） 就通过了拥堵路段， 最终顺
利到达南山医院 。 （ 7月 10日
《深圳晚报》）

抢救生命、 十万火急， 却偏
偏遭遇大堵车。 而正常情况下需
要半个小时通过的道路， 因为其
他车辆纷纷让行， 载着病患的救
护车仅仅用了3分钟就顺利通过，
整个事件用一个网络热词来描
述， 那就是 “完美”。 事后据深
圳交警部门统计， 前后共有一千
余辆社会车辆为救护车让道， 这
些司机不仅仅是为救护车上的患
者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他们的
行为也感动了无数网友。

有网友动情地表示， 以前只
是在网络视频上看过国外车辆以

整齐划一的动作为救护车让行的
场景， 场面令人震撼， 没想到现
在国内也出现了这种令人震撼的
场景。 首先我们不得不说， 这确
实得益于深圳司机， 或者说深圳
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 生命安全
意识的提高。 较高的文明素质和
生命安全意识， 是保证这些汽车
司机在听到救护车的鸣笛以后，
不约而同地做出同一个动作， 同
一个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 国内机动车保有量
爆发式增长， 私家车正从过去的
奢侈品变为现在的 “必需品 ”，
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的标配， 汽
车社会已经悄然来临。 但是我们
也不得不承认， 多数欧美国家已
经形成并且较为成熟的汽车文

明， 我们还没有形成。 而遇到救
护车、 消防车等等特种车辆要及
时避让 ， 正属于汽车文明的一
种， 除此之外， 诸如在闹市区开
车不随意鸣笛、 过斑马线礼让行
人， 也都属于汽车文明的范畴。

尽管我们距离真正的汽车文
明还有不小的距离， 但我们一直
在进步， 这也是事实， 发生在深
圳的 “千车让道 ” 就是证明之
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深
圳司机、 市民文明素质和生命安
全意识， 只是促成 “千车让道”
的因素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
的因素， 那就是规则意识、 法治
意识。

2014年6月 ， 深圳在全国率
先对 “120” 网络100多台一线救

护车安装行车记录仪， 启动 “无
忧避让” 救护车系统， 对避让救
护车而产生的违章记录进行筛
除， 让深圳车主免除避让救护车
而违规行驶被罚的担忧。 对超过
设定时间不避让的， 由交警进行
人工甄别， 由交警依法予以300
元罚款， 扣3分的处罚。 正是这样
的规范、 引导和惩戒， 才使让行成
为大多数司机的一种下意识的行
为， 才促成了汽车文明的养成。

“千车让道” 只在深圳一个
城市出现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期
待着这一事件能够成为中国汽车
文明的一个开端， 而这需要公众
文明素质、 生命安全意识提高，
同时也需要政府制定和出台相应
的法律法规、 交通规则。

卞广春： 随着7月7日散学典
礼完毕， 柳州市中小学春季学期
宣告结束 。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
始， 柳州市向城市义务教育学生
推行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
推行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
需要有全局性思维， 并通过规则
完善， 保障教科书循环使用， 也
需要克服畏难情绪， 在做起来的
同时， 持久地做好。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身份防火墙”

□苑广阔

期待“千车让道”成为汽车文明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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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智能摄像头下的隐私保护须各尽其责

■每日观点

别让滑板车把孩子
“滑”向危险境地

胡建兵： 近日， 陕西卫计委
与省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了 《关于
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
见》。 《意见》 明确， 火车等移
动空间， 可在卫生间内设折叠的
婴儿整理台， 或在无障碍洗手间
或车厢适当位置灵活安排哺乳空
间。 用人单位参照公共场所母婴
室标准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
设施。 哺乳室不仅满足了年轻妈
妈和婴儿的需求， 还消除了哺乳
妇女出门携带奶瓶、 尿不湿等麻
烦。 此举提升了公共文明和政府
责任， 是城市文明的标志。

教材循环使用
要有全局性思维

小小“哺乳室”
是城市文明的标志

■世象漫说

“疏解整治促提升”不能存在盲点
记者调查发现， 这几年随

着儿童滑板车的普及， 全国范
围内滑板车伤害案例也越来越
多。 今年三月， 青岛市一名8
岁儿童在玩滑板车时意外摔
倒， 造成左臂骨折。 今年五月
大连市一名6岁的小朋友也是
因 为 玩 滑 板 车 摔 成了骨折 。
接诊医生告诉记者， 近期他们
医院收治的骨折患儿当中， 至
少有20%都是因为滑板车致伤
的。 (7月9日央视新闻)

随着滑板车的普及， 并没
有带来产品质量的升级与提
升， 反倒更致使泥沙俱下、 鱼
龙混杂。 如上海市消保委日前
专门组织了一次儿童滑板车比
较试验， 一共从线上电商平台
和线下大型商场和专卖店购买
了42件儿童滑板车样品， 其中
电商平台29件 ， 实体商店 13
件， 从42件样品中检出20件样
品不符合标准要求 ， 占比为
47%。 而因为存在安全风险 ，
最近几年不断有儿童滑板车生
产企业被要求召回缺陷产品。

因滑板车导致的意外伤害
事故中， 有不少是使用者的不
当使用造成， 但更多的则来自
于滑板车本身的设 计 缺 陷 。
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 ， 往
往偷工减料 ， 而有一些企业
则并没有基本的产品设计能
力 ， 多是依靠外购部件进行
组装 ， 简单仿制市场畅销产
品， 欠缺产品安全性能考虑等
等。 滑板车看似不起眼， 但从
整体设计、 零部件质量到安装
使用等各个环节， 如果出现一
点疏漏， 就可能埋下严重的安
全隐患。

不能让孩子继续玩着存在
安全隐患的滑板车， 从而把他
们置于人为因素造成的随时受
到意外伤害的危险境地之中。
不能完全寄望于企业自律， 对
于那些生产不合格滑 板 车 的
企业 ， 要能加强监管 ， 不仅
要让他们召回不合格产品 ，
还要有相应的惩治措施 ， 更
要 让这些不合格产品不至于
流入市场， 这就需要加大源头
治理， 加大对不良企业的惩治
力度。

□戴先任

近日， 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监
督司组织开展了智能摄像头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监测显示，智能摄
像头可能存在用户监控视频被泄
露、 智能摄像头被恶意控制等信
息安全危害。（7月10日 《法制日
报》）

抽丝剥茧诊断家用智能摄像
头下的隐私安全风险，不难发现，
这其中既有消费者安全意识的淡
化， 又有提供智能摄像头及数据
传输服务的商家在技防上的把关
不严， 更有监管没有依法及时的
亮剑。换言之，家用智能摄像头下

的隐私安全风险，是消费者、商家
和监管部门三者没有完全尽到守
土有责的担当。因此，防范家用智
能摄像头下的隐私安全风险，显
然不能寄望于某个环节的单兵突
进，还需要消费者、商家和监管部
门各尽其责。

首先， 消费者应绷紧隐私安
全防范的弦线。俗话说，害人之心
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提
高自身的隐私安全防范意识，才
能做到有备无患。其次，提供家用
智能摄像头和数据传输服务的商
家必须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商家

在追求利益利润的同时， 必须将
产品的技术质量放在首位， 这既
是网络安全法所规定的法定义
务， 又是其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应
尽职责。最后，监管必须及时依法
亮剑。 监管职能部门对侵入家用
智能摄像头盗取、 传播和贩卖家
庭隐私的行为， 必须及时亮出法
律利剑， 依法斩断家用智能摄像
头所滋生的灰色利益产业链。

总之， 家用智能摄像头下的
隐私安全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消费者、 商家和监管部门三
方的各尽其责。 □张智全

“千车让道”只在深圳一个
城市出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
期待着这一事件能够成为中
国汽车文明的一个开端，而这
需要公众文明素质、生命安全
意识提高，同时也需要政府制
定和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交
通规则。

近日， 读者苏先生向媒体反
映， 在海淀区126路厢白旗站东
侧的厢白旗桥下， 有人盖起了简
易房， 并对外出租开商铺和饭馆
等； 在桥下靠西边的房子也被打
成10多个隔间， 向外出租住人。
这 些 简 易 商 铺 和 饭 馆 引 来 吃
饭 、 购物的人 ， 他们往往把车
胡乱停放在桥下的自行车道和便
道上， 影响了行人通行。 他希望
有人来管一管。 （7月10日 《北
京日报》）

今年以来， 本市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取得了重大成
果 。 据 《首都之窗 》 公布的数
据， 截至5月28日， 全市共拆除
违法建设2027万平方米， 完成全
年计划的50.7%。 1-5月， 全市共

整治无照经营25536户 ， 完成全
年计划的153%。 通过疏解整治，
实现了空间腾退、 留白增绿。 改
善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 让老百
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然而，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
识到， “疏解整治促提升” 是一
场硬仗 ， 容不得半点懈怠和疏
忽。 一定要守土有责， 决不能出
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 “疏
解整治促提升” 如火如荼之际 ，
竟敢有人在厢白旗桥下明目张胆
违法盖简易房出租开商铺和饭
馆， 这不得不引起相关部门的深
思，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们的
工作是否还有漏洞？

我们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从
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在防止新生

违法建设和拆违后反弹方面有强
有力的举措。 一是按原则、 按法
规办事 ， 拿出硬措施 ， 动真碰
硬， 尽快对违法建设进行依法拆
除 。 只有这样 ， 才能彻底杜绝
“拆了建， 建了拆” 的现象反复
出现， 让有意搞违法建设的人断
了念想。 二是对拆除违法建设后

的空地及时进行规划和建设， 该
种树的种树， 该种花的种花， 该
改为停车场的改为停车场。 决不
能长期闲置， 给违法建设带来机
会。 三是多从群众的关切与需求
考虑问题， 加强涉及群众基本生
活的服务设施建设， 发展便民服
务及社区文体活动。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