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近年来， 微整形安全事故频发， 各种非法微整
形工作室成为医疗事故重灾区。 记者暗访发现， 武
汉一家微整形工作室店主不但四处出诊进行微整手
术， 还开设3-5天微整速成班课程， 涉及针剂、 线
雕、 手术等多种品类。 据店主和学员称， 虽没任何
从医资质， 但学员只需交6800元， 经培训后便可开
一间微整工作室， 按进价10倍给顾客打针， 便可轻
松年入过百万。 据专家分析， 该类整形工作室大量
存在市面上， 均属非法经营， 屡禁不绝。 （6月10
日 《新京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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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发展“夜间经济”需整体规划配套跟进

■世象漫说

“劳动”成为全国高考作文主题有感

告别“无效社交”
应学会“断舍离”

■劳动时评

打击网络传销
要“标本兼治”

谢晓刚： 近日，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发布 《数据安全管理
办法 （征求意见稿 ）》， 根据规
定， 运营商在进行广告推送时，
应当以明显方式标明 “定推” 字
样， 且必须尊重用户的选择权。
在监管部门加速法律明确大数据
与个人隐私界限， 为保护用户个
人信息提供法律支持的同时， 商
家自身也需有边界意识， 要明白
有过硬产品和服务品质还不够，
还必须具备足够的信息安全和隐
私保护能力， 而这种能力亦是互
联网时代企业和商家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

广告精准推送
应有边界意识

杨李喆 ： 最近 ， “无效社
交” 成了一个戳心的热词。 无论
在学校还是职场， 谈生活还是谈
恋爱 ， 无效交际都令人身心俱
疲。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社交圈
子与社交方式，也对“无效社交”
有着深刻的感知， 也期许着告别
“无效社交”。对此，既需要对社交
有正确的认知 ， 更有必要学会
“断舍离”。

近年来， 北京市总工会始
终把“劳动光荣”作为宣传工作
主题，反复阐述劳动创造生活、
劳动创造幸福、 劳动创造未来
的理念， 营造尊重劳动的社会
氛围。 这一点与高考作文试题
所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也是幸福
的源泉”十分契合。

外卖餐盒垃圾亟待纾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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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方城市而言， “深夜
经济” 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灯火辉煌 、 红肥绿瘦 、 推杯换
盏、 呼朋引伴…… “脑补” 的场
景似乎和现实有些距离。 然而，
作为特大城市的首都， 决然绕不
开 “发展” 的重大课题。 这种发
展， 是一种把握当下重要战略机
遇期新内涵的发展， 是一种 “高
质量 ” 的发展 。 从这个角度出
发，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会提
出 “深夜经济” 的制度安排和顶
层设计 。 记者梳理发现 ， 虽然
“夜间经济” 的模式还有待市场
的检验， 但制度设计者们对此却
从未停止过思考 。 （ 6月 10日

《北京青年报》）
发展 “夜间经济” 的好处不

言而喻， 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座
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与消费繁荣指
数。 相对南方城市来说， 北方城
市无论是居民的消费观念， 还是
地域的季候情况， 都有着 “先天
不足”。 如何挖掘新兴消费形式，
如何提升消费品质， 如何发挥商
圈的集群效应等， 都是城市治理
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换而言之，
发展 “夜间经济 ” 需要全面布
局、 多方设计、 配套跟进。

从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来
说， 需高起点规划建设富有特色
的 “夜间经济” 集聚区与特色商

圈， 丰富夜间经济业态。 对北京
而言， 诚如媒体报道， 很多商圈
是在满足消费者需求过程中自发
形成的， 有关部门对夜商圈的布
局应充分考虑这一现状并因势利
导， 切忌项目 “强行” 上马。

从配套上讲， 要完善公共设
施与服务， 比如改善夜间照明，
延长夜间交通， 在夜间出行活跃
度较高的商业网点 、 商务区等
处， 增加夜班公交和地铁线路、
加密车次 ， 方便市民出行 。 此
外， 发展 “夜间经济” 成本高，
是商家运营的瓶颈， 如水电费用
等都需要政府提供政策鼓励。

□付彪

□张刃

说到餐饮企业的垃圾问题 ，
不得不提一次性餐具带来的白色
污染。 如今， 随着外卖平台的兴
起， 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方便
的外卖服务， 但是外卖生意火爆
的背后， 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白
色垃圾。 （6月9日 央视网）

外卖餐盒垃圾是一道社会课
题， 也就意味着对其进行纾解也
须合力为之。 首先， 餐饮企业应
增强环保理念。 比如， 外卖的过
度包装 ， 虽然保障了食品的安
全， 但却带来了环境问题， 且消
费者对外卖包装近乎没有 “选择
权”， 也就导致了专家所指出的

外卖过度包装、 豪华包装， 其实
是另一种变相的 “强制浪费”。

其次， 外卖平台应尽到相关
责任。 比如， 一些外卖平台下单
页面上添加了 “无需餐具 ” 选
项， 以减少筷子、 餐巾纸等一次
性餐具的使用； 还如， 有的平台
还为选择 “无需餐具” 的用户提
供积分奖励， 可以在积分商城兑
换物品， 这些有益尝试就值得倡
导； 再如， 餐饮平台可以积极制
定准入门槛， 引导餐饮企业选择
合格、 安全、 环保的餐盒产品。

此外，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 ，
增强环保理念及自觉践行环保行

动就至关重要 。 诚如有专家表
示， “餐馆只管做、 平台只管下
单、 快递只管送， 消费者吃完顺
手一扔 ， 最后成了全社会的负
担。” 故此， 纾解外卖餐盒垃圾

问题， 也需要各个环节切实担负
起处理外卖垃圾的责任， 于消费
者， 有必要改掉垃圾随手扔的习
惯， 应自觉践行垃圾分类投放，
以尽到环保之责。 □李雪

今年高考， 全国一类语文试
卷作文主题为 “劳动”。 试题针
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尊重劳动现
象 ， 要 求 考 生 结 合 试 卷 提 供
的 素 材写一篇演讲稿 ， 倡议大
家 “热爱劳动， 从我做起”， 体
现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并提出希
望与建议。

试题一经公开， 且不说许多
考生感到 “懵圈”， 下笔也难免
言不及义， 连许多 “押题专家”
都说： “不仅文体没有猜中， 而
且主题也和诸多预测不沾边 。”
上网搜索 “大师考前作文押题”，
分别有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五四
运动100周年、 华为事件、 人工
智能、 中国 梦 、 责 任 与 担 当 、
生 态 环 境 ……甚至连高考恰逢
端午这百年不遇的巧合都想到
了， 却独独没有 “押宝” 劳动。
这就是说， 不仅学生， 而且包括
许多老师， 对于 “劳动” 这个概
念已经日渐远离、 生疏了。 这个
现象值得深思。

毋庸讳言， 多年来， 由于各
种原因， 特别是应试教育、 享乐
主义大行其道， 劳动教育被许多
家长、 学校忽视了， 以致学生很

少参加劳动， 也缺乏劳动能力；
不仅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 有的
甚 至 连 基 本 生 活 自 理 都 做 不
到……为什么会这样？ 正如高考
作文试题提供的素材所示： “一
些同学不理解劳动 ， 不愿意劳
动 。 有的说 ： ‘我们学习这么
忙， 劳动太占时间了！’ 有的说：
‘科技进步这么快 ， 劳动的事 ，
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 也
有的说 ： ‘劳动这么苦 ， 这么
累， 干吗非得自己干？ 花点钱让
别人去做好了！’”

学生如此， 老师同样缺乏劳
动 意 识 。 日 常 教 育 不 说 ， 连
绞 尽 脑汁 “押题 ” 都想不到劳
动， 可见劳动在其心目和教学中
的位置。

其实， 国家对于劳动教育是
重视的， 去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

育大会强调， “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 教育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 懂得劳动最光荣、 劳
动最伟大、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
美丽的道理， 培养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此后， 教育部把
“全面构建实施劳动教育的政策
保障体系， 开展劳动教育情况考
核、 评估和督导” 列入2019年工
作要点， 出台加强劳动教育的指
导意见， 鼓励职业院校联合中小
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 将
学生参加劳动实践纳入中小学相
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因
地制宜组织开展家务劳动、 校园
劳动、 校外劳动、 志愿服务等形
式多样的劳动实践活动。 各地也
都出台相应政策、 措施， 加大劳
动教育、 实践教育力度。 从这点

来说， 今年高考作文将劳动作为
主题， 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某些
学校、 教师、 家长、 学生根本没
有把劳动当回事。

由劳动想到工会。 工会与劳
动者有着血肉联系， 从来视劳动
为神圣， 并且不遗余力地宣传、
鼓动。 近年来， 北京市总工会始
终把 “劳动光荣” 作为宣传工作
主题， 反复阐述劳动创造生活、
劳动创造幸福、 劳动创造未来的
理念 ， 营造尊重劳动的社会氛
围。 这一点与高考作文试题所言
“‘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 劳动
是财富的源泉 ， 也是幸福的源
泉” 十分契合。 由此说来， 在今
后的劳动教育中， 除了家庭、 学
校， 工会也应该利用自身优势，
动员职工现身说法， 扩大社会影
响力， 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
责人日前告诉记者：“网络传销
摆脱了地域限制， 下线与上线
由于不需要面对面交流， 甚至
可以完全不认识，传播范围广、
发展速度快、涉众面巨大，对国
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严
重危害。” 传销模式在变异，但
现在打击整治还在摸索之中。
（6月10日《人民日报》）

相比起传统的聚集式传
销，网络传销更具有虚拟性、隐
蔽性及欺骗性等特点， 查处网
络传销面临发现难、取证难、取
缔难等难题， 导致查处网络传
销极为被动， 再加上网络证据
固化困难，公安介入调查存在相
当难度。 如何更好地发现并精
准、有效打击网络传销，必须了
解掌握网络传销特质， 并对症
下药、多方发力，方能最大限度
遏制网络传销的蔓延， 维护广
大群众的财产安全。

“线上监测、 线下实证、多
措处置、稳妥善后”为内容的打
击整治网络传销“四步工作法”
就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这两年
利用“互联网”思维所摸索出来
的整治、 打击网络传销的经验
和办法， 应该给各地围猎网络
传销提供了样板。线上监测，就
是指运用互联网技术监测发现
网络传销案源线索；线下实证，
是指通过调查查证监测的案源
线索；多措处置，是指根据线下
实证结果， 区分情形分类进行
处置；稳妥善后，是指在查处传
销案件过程中， 特别是对公安
机关采取刑事措施打击的重大
传销犯罪案件， 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
教育遣返、 维稳等后续处置的
工作等。

相关部门在严厉打击网络
传销的时候， 更要强化宣传教
育， 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和防范
传销， 让反传销的知识教育进
社区、 进校园、 进家庭， 只有
绝大多数的公众能不心存侥
幸， 不异想天开， 那么不管传
统的传销， 还是网络传销也就
不会有市场， 这也许才是治本
之策。 □樊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