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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生存切忌一言不合就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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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良心捋直盲道“九曲十八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空间当然也要有规矩。每位网民都应该清楚，网

络和现实一样，凡事得讲个规矩，在个性自由与公共秩序间找到平衡、画出底

线，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

“租房藏母养九年”折射养老困局

点点评 2007年春节，西昌的上门女婿刘相礼，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家里住，但母亲与妻子闹得不

可开交，妻子坚决不同意老人在家里住，刘相礼只好在西昌城里租房供养母亲。9年来，他每

天打三份工，一份工资供养母亲，一份工资上交妻子。(7月14日《成都商报》)

现在的暑假几乎成了孩子们

加班加点的“第三学期”，五花八

门的“暑期速效培训”让人晕头转

向。难怪好多孩子哀叹：“放假比

不放假还累！”

家长让孩子利用假日“充电”

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花钱如流水

的高价培训，不仅在经济上破费，

还让孩子们苦不堪言。更何况，一

些“钓鱼式”培训机构良莠不齐，

培训效果并不理想。所以，那些

“掏空式、强迫式、压榨式”暑假培

训班，可能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这个暑假，别累着你的宝贝。

——— 读者 马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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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言

新闻：整容似乎已成为中国年

轻人的时尚，进入暑假，中国各地

都出现了学生整容热。(参考消息)
评论：就业竞争成颜值竞争，

本身就是病态，最该“整容”的是

颜值歧视。

新闻：大连工业大学一些即将

毕业的学生，半夜向宿舍楼下狂扔

东西。(大连晚报)
评论：在校要文明，离校也需

文明，“毕业扔”还是省省吧。

新闻：北京第五福利院从13
日上午起，正式启动了面向“失独

老人”的申请入住登记。(新京报)
评论：失独老人，养老不应再

“独”，失独养老院值得复制。

新闻：家长微信群里，吉林创

世纪小博士现代幼儿园教师发来

小视频，孩子们围坐一起，准备吃

水果、糖果等。不过，拍好视频后，

水果、糖果被一一收回。(澎湃)
评论：将孩子和水果当成道

具摆拍，如此作秀令人气愤。

新闻：13日晚，一网络视频

称，在2013年的一起PS艳照敲诈

案中，长沙开福区法院院长耿明

生为“个人名誉”，给诈骗犯指定

的账户汇款52万。(澎湃)
评论：面对PS艳照，脚正也怕

鞋歪？

“今天减肥，明天掉重”

“宝石放上，赘肉减下”“不吃

药不运动，一个月能瘦 4 0
斤”……炎炎盛夏，又到了

“减肥”季节，一些减肥机构

对爱美人士作出如是承诺。

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减肥市

场，实则乱象丛生，消费者一

不留神就会踏入“健康陷

阱”。

新华社发

减肥陷阱

戴先任：因为家庭矛盾等原因，

刘相礼的母亲只能被儿子偷偷赡

养，本应光明正大地赡养母亲，却像

是在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这本

身就是对老人的一种伤害。

要摆脱刘相礼所遭遇的尴尬处

境，不可能都像他一样“拼命”，打三

份工，将两个“家”一肩挑，而需要家

庭成员之间更多些宽容与包容。再

者，需要拓展养老渠道，比如除了居

家养老，也要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

让老年人有更多好去处。

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让老

年人有尊严地生活，整个社会需要

做的还有很多。

郭元鹏：如何纾解“金屋藏母”的

人情冷暖？其实是到了有请法律的时

候了。前不久，江苏有关部门发出一个

半约束、半倡导的通知，凡有独居老人

的家庭，子女要尽量带上父母。到外地

打工的，“需要带着父母去打工”。有人

觉得这样的规定有点不近人情，可是，

这也是维护老人权益的需要。

我们看到多少“死在屋里多日

无人知的老人”？老人岁数大了，不

能照顾自己了，理应和孩子生活在

一起。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们

养大，我们在他们的脊背上度过了

童年，而今他们脊背弯了，容颜老

了，我们真的能袖手旁观？

刘鹏：表面上看，刘相礼的办法

也算一个次优选择。租房将母亲藏

起来偷养，既避免了妻子的反对，也

不至于让母亲老无所依。9年之后，

妻子终于想通了，同意接回母亲一

起住。刘相礼的妻子说了这样一段

话：“这些年，他一个人供养老母亲

也很不容易。现在，我也渐渐老了，

观念改变了很多。人嘛，总有老去的

一天，树老怕枯，人老怕孤。”

事实上，这段发人深省的话，不

该是用9年才能悟出来的道理。人人

都有老的那一天，即便只是给晚辈

们做一个榜样，我们也有必要善待

父母。

□张绪才

连续直角弯、中途断点，下水井

盖和电线杆拦路等现象不一而足。

记者发现，长春市有多处盲道存在

以上安全隐患，在市内一处较繁华

地段，由于下水井盖、电线杆、垃圾

箱等物体占道，原本笔直的盲道不

得不“绕路”，十几米距离就出现多

处弯折。(中国新闻网)
其实，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

现，类似于这样的“坑爹”盲道在一

些城市屡见不鲜。比如，太原市有

一条不过百来米的盲道，竟有35处

Z字转弯。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四

条规定，“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应

按规划设置盲道。盲道的设置应符

合国家标准。”规定之下，为什么还

会出现“坑爹”盲道？

从现象上讲，是管建不管用，只

管把盲道建起来，只管长度、覆盖

率，年底总结时有“成绩”，让供给

与需求完全拧巴。从内质上讲，是

没设身处地地从使用者的角度来

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一句话，

是忽视了视觉障碍者的感受和盲

道的实用性。归根结底，是建管者

缺少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甚至

缺少良心。

目前，我国有盲人约500万，盲

人也需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

动，为视觉障碍者铺设一条能有效

导行的盲道，是不容忽视的民生问

题。

有人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其实，盲道也是城市的良心。一个有

“盲道良心”的城市，一定会从关爱

弱势人群出发，在提供盲道服务时，

建设者就不会想当然地建，管理者

就不会漫不经心地管，以至于让盲

道成了“九曲十八弯”。

□评论员 王健

6月23日上午，济南岳先生在“饿

了么”订餐平台订了一份外卖，因送

餐时间较长，他给了这家店铺带有辱

骂性词汇的差评。6月25日，店铺老板

找岳先生理论时发生争执，双方大打

出手。店铺老板掏出随身携带的菜

刀，致岳先生多处受伤，送医后缝合19
针。目前，砍人者因涉嫌故意伤害他

人被处行政拘留10日，罚款300元。

(详见本报今日A11版报道)

因为电商服务不到位，按照个人

心愿给出差评本来无可厚非，但进行

辱骂就不对了；得了差评，上门理论进

而动了菜刀，这就错得离谱了。也许是

在虚拟世界任性惯了，回到现实中却

忘记换挡，结果酿成是非。

凡事有利有弊，网络在带来极大

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一些新现象和新

问题。比如，一些年轻人过度依赖网

络，无形中被“异化”，有的甚至出现不

同程度的社交障碍。这样的“宅男”在

解决矛盾冲突时往往想得太过简单，

甚至产生一种错觉，把现实生活与虚

拟空间混为一谈，率性而为不计后果。

虚拟空间固然自由、开放，两个陌

生人可以在游戏里谈人生、谈理想，甚

至结婚生子；也可能势不两立，刀剑相

向。但虚拟空间并非虚幻世界，可以无

法无天，而是同样以秩序为基础的。

虚拟空间和现实生活都有法律

边界，而且从本质上说，虚拟空间是

现实生活的网络化延伸，虚拟空间

的主体仍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千

万不要在网上呆久了就产生错觉，

觉得可以想骂就骂、想约架就约架。

放任自己坏情绪的结果就是，一言

不合就是“垃圾”乱飞、菜刀乱飞。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空间当

然也要有规矩。每位网民都应清楚，

网络和现实一样，凡事得讲规矩，在

个性自由与公共秩序间找到平衡、画

出底线。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

地”，我们要弄清楚，“玩得再虚也摆脱

不了现实”。学会如何与其他人正常

交往、交流，妥善解决矛盾冲突，是一

些网民需要补的一课。

终结“差评乱象”

法律不能缺位
据《生活日报》报道，济南岳

先生因在外卖网站“饿了么”给

商家差评且爆了粗口，被店主上

门砍伤。“差评”也好、投诉也罢，

本质上都是消费者表达利益诉

求的手段。很多网络商家不是以

信得过的产品、过硬的服务去赢

得“好评”，而是以威逼利诱的方

式阻止消费者“差评”。

健全交易的促成，除了买卖双

方自我约束，第三方的监管责任重

大。监管部门应尽快完善配套法规

和业内管理办法，让恶意恐吓等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卖家在丧失电商

资质的同时，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

谴责。 ——— 读者 祝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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