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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点一 周

日前，长福小学开展的主题为“优雅如莲，儒雅如松”的礼仪培训讲

座，不仅让人们进一步提升教职工的礼仪知识修养，也让人们的朋友圈

吹起一股“文明风”。

“人无礼，无以立”，礼仪不仅可以展示一个人的风度和魅力，还能体

现一个人的内在学识与文化修养。对此，我市市民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

礼仪心得。“讲究礼仪对教师职业尤为重要，因为老师的言传身教，是充

满浸润性的，能够在无形中帮助孩子培养君子风范的形成。”“只有人人

践行‘礼’，文明的世风才会逐步形成。”“要把‘礼’的理念，慢慢教导给孩

子们，礼仪从娃娃抓起。”网友们表示，诚敬谦让、和众修身的礼仪原则无

论在何时都值得提倡。 （文豪整理）

关键词：礼仪修身

关键字：“城市窗口”
车站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窗口，每一位旅客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

维护车站的文明形象。5月8日，《石狮日报》刊载“珍视城市窗口文明形

象”报道，引起广大市民网友关注。

吃东西、脱鞋甚至是围在一起打牌……眼下仍旧有部分乘客存在不

文明行为。“有时我在候车厅便看到，有的旅客吃完东西后，提起行李就

走，全然不顾自己丢下的垃圾，还有些赶车的乘客将手中的零食包装纸、

果皮等垃圾随手一丢，就走人。”“还有在里面玩游戏的，孩子在一旁玩，

也不顾其他旅客感受。”“闭目养神没事，但占据了一整排座位就有点过

分了。”……网友们表示，不考虑他人的行为常给他人带来不便，为了他

人的方便，网友们呼吁应在公共场合顾及他人感受，自觉改掉在公共场

所不文明的陋习。

从志愿劝导见证了石狮文明。5月10日，《石狮日报》文明专刊刊载

“17年志愿劝导见证石狮文明”报道。“文明老兵”杨文曲17年如一日坚

守文明阵线的故事引起广大市民网友赞许。

“我常出门在外，现在大家对石狮的评价都是：文明城市。”“我是老

石狮人了，以前，城市飞车抢夺、盗窃一度成为当时比较突出的社会治安

问题，‘老兵’们的坚守是城市文明发展的一大助力。感谢他们。”“现在

情况越来越好了，而且又紧跟社会发展，融入了移风易俗、文明出行等，

志愿队伍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我奶奶也加入了城市的文明劝导

队。”……网友们表示，退休不褪色，“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的背后，有

着许许多多的志愿服务者，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别样的色彩。

关键词：志愿劝导

网友看法不一
细心的网友会发现，在

网络搜索平台输入“微信漂

流瓶”，不外乎会出现诸如

“扔微信漂流瓶赚钱？微信

群主诈骗获刑”“微信漂流瓶

已成淫秽信息发育温床”“微

信漂流瓶正式下线，曾被投

诉存在大量色情信息”“微信

漂流瓶认识的女友，这段网

恋可以说非常刺激了”等，其

中部分词条甚至达到了百万

点击量。

近几年，漂流瓶变成垃

圾广告、色情信息的聚集地，

尤其是在微信上。而在网络

平台上发布传播色情低俗等

恶意内容，是严重触犯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去

年，微信官方曾发布“即日

起，暂停漂流瓶功能相关服

务”的文章，微信团队进行了

专项清理，并暂时下线微信

漂流瓶和QQ邮箱漂流瓶相

关服务。

而对于“微信漂流瓶”，

留给网友以及人们的，真的

只有上述现象吗？随着微信

漂流瓶功能的关闭，网友们

分享了微信漂流瓶曾带给他

们的暖心瞬间：

网友“CODY”：无数个不

敢告人的秘密在漂流瓶里和

别人说过。

网友“心静自然娘”：七

年前我失恋，整晚整晚的睡

不着。天天玩漂流瓶来诉说

自己的心情。

网友“早安喵”：无处话

凄凉时，我会把我想说的放

进漂流瓶里，它就像一个树

洞。

网友“宝宝”：我还挺喜

欢这个功能的，当时备考压

力大，写了些碎碎念的信息

扔出去，还是收到很多祝福

与宽慰，让我加油来着，还是

有些温情的。

“好比我当年收到的人

生第一份生日礼物来自QQ

邮箱的漂流瓶，我到现在都

记得那是一份电子祝贺卡，

特别感谢。”我市网友林先生

可以说是老网民了，对于使

用微信和“第一批”QQ的他

来说，微信和QQ漂流瓶曾带

给他温暖。

“刚刚有漂流瓶功能时

是在QQ邮箱里面，那个时

候，每天都能看到新的漂流

瓶过来，把自己美好的祝愿

装进瓶里扔出去，每天都很

期待。”我市网友黄女士表

示，漂流瓶最开始带给大家

欢乐，但不久便“变味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漂流瓶的

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

恶毒，‘不转发死全家’的言

论比比皆是，还有那些不堪

入耳的声音。没有监管的工

具一定会被淘汰。漂流瓶其

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

材。”

“自由需有度”
许多用户利用漂流瓶

功能来叙说自己心底的秘

密，就像一个树洞，人们把

自己的小秘密写在纸条上

丢到树洞里，期待它的回

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

个倾诉平台，将一些不想让

熟人知道的事儿，通过漂流

瓶叙述出来，然后扔给陌生

的人。另外，人们还用它来

表白、用它来抱怨不满、用

它来叙述心里的想法、用它

来许个愿望、用它来描述心

情。

“那时候，漂流瓶的那

片海域还是干净的。”提起

漂流瓶，网友们认为，产品

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在接连

下来的几年，却被“黑色产

业链”给玩坏了，导致许多

用户在使用漂流瓶功能时，

捞到的瓶子、得到的回应大

多都不是正常网友所发出

的，而是诈骗、色情、赌博等

信息。

“从某个层面来说，当一

个应用放上去后，它就有了

自己的生命，会与海量用户

互动，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

互动结果和群体效应往往是

人们不能控制的。而此时，

监管便变得十分重要。”网友

们表示，“自由需有度”，曾经

人们的“倾诉平台”，经过“不

自由发挥”，容易变成套路很

深的网络诈骗。比如，有些

骗子打着加盟指导的名义，

从漂流瓶获得相关联系方式

后，会十分热情地用丰厚的

利润和自由的时间来吸引他

人走向精心策划的陷阱。所

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漂流瓶

未完善的监管也成为其下架

的呼声来源。 （文豪）

网友热议“漂流瓶下架”

在安徽安庆，一家免费为

老人提供素食的餐厅开业了！

这家餐厅的老板名叫凌

玉珍，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奶

奶。凌奶奶用退休工资和多

年积攒的钱开办了“仁爱之家

素餐厅”。开业第一天，就有

近200人过来免费就餐。一大

碗热腾腾的饭菜，让前来就餐

的老人们赞不绝口，脸上洋溢

着开心的笑容。

原来多年以来，凌玉珍

奶奶一直有一个梦想：寻找

一个场所，让老年人聚集在

一起，相互关心，相互照顾，

真正体现“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 对此，网友们对他的

行为大为赞许，不少网友表

示：心中有梦，终会发光！为

执著追梦的90岁奶奶点赞！

（新华）

近日，微信正式推出7.0.4版本，在此版
本中，漂流瓶功能正式下线。

漂流瓶最先于2010年在QQ邮箱推出，
大家写一段话放入漂流瓶中，然后投入“大
海”以匿名的形式送给陌生人。收到的人如
果点击拾取可以看到留言，如果不想回应可
以再次扔进“海”里。该功能最早只能发文
字，每天扔瓶子、捡瓶子的次数有限，后来一
直在尝试更多的社交方式：如交往瓶会漂向
同一个城市的异性陌生人；表白瓶可以定向
发给QQ好友；定向瓶可以发送给指定地区
的人。可以说，漂流瓶把匿名社交的玩法全
部都探索了一遍。

90岁的梦想，90岁的光芒！

（上接一版）在商家们看
来，爱，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表

达出来，比如给母亲送份礼物，

带母亲到街上、商场里逛逛，或

者一家人一起陪母亲吃顿饭。

而近年来，在母亲节这一天，通

过各种方式来向母亲表达爱意

的人越来越多。也正因为此，

一些商家表示，在每年的各种

各样的节日中，“母亲节”与“情

人节”成了一年当中“最感动

人”的两个节日。

你对母亲了解多少？

母爱深深。子女对母亲的

爱又有多深呢？在母亲节即将

到来之际，记者通过本报微信

公众平台进行在线调查，共有

21位市民填写了记者发放的

问卷调查表，其中男性7人，女

性14人，在年龄方面，18岁以

下1人，18至25岁4人，26至

30岁3人，31至40岁7人，41

至50岁5人，51至60岁1人。

“母亲节，你会为妈妈准备

什么礼物？”对于这一问题，参

与调查的市民中，有18人声称

自己会“有所表示”，只有3人

表示“这么多年还没给妈妈送

过礼物”。至于送什么，有8人

表示“只是简单祝福”，其余10

人表示“会去买份礼物”，而市

民选择的“礼物”有鲜花、衣服、

首饰、化妆品，或者家人聚餐、

DIY礼物等，其中，鲜花、首饰、

化妆品是“首选项”。市民黄女

士告诉记者，她的母亲60多

岁，今年从老家到石狮来和她

生活一段时间。原本她想让母

亲来石狮休息一段时间，但母

亲到了石狮后，几乎包揽了家

里一日三餐，以及上街买菜等

事情。看着忙碌的母亲，她心

存感激。难得母亲节能与母亲

一起过，她特地买了一对手镯

作为母亲节的礼物。同时，她

还准备母亲节当天晚上，一家

人一起到外面吃饭，

“你觉得自己了解妈妈

吗？”对于这一问题，过半的市

民显得不自信，仅7人表示“非

常了解”，有12人表示“还算了

解”，有2人表示“不怎么了

解”。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他

觉得自己对母亲了解很少，因

为初中开始直到大学毕业，他

都在外地读书，有时回到家里

大都也是忙于自己的一些事

情，与母亲的沟通很少。而出

来工作后，他虽然时常回家，

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母亲在

向他了解工作上的事情，他很

少去关注母亲的一些事情，对

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是

很了解。

调查中，记者就人们对各

自母亲的了解情况设置了多个

具体问题，比如母亲的生日、爱

吃的菜、衣服和鞋子的尺码、喜

欢聊的话题、健康状况等。面

对这些问题，市民们的“知晓

率”如何呢？对于“母亲的生

日”，21位市民均表示“知道”；

对于“妈妈爱吃什么菜”，有8

人表示“不清楚”；对于“妈妈衣

服、鞋子的尺码”，知道的人更

少，只有7人；对于“妈妈喜欢

聊的话题”，有15人表示“知

道”；对于“妈妈的体检情况和

健康状况”，有9人表示“关注

不够”。

母爱是伟大的，子女与母

亲不一定就能做到“无话不

说”。调查中，就子女与母亲的

沟通是否顺畅，记者也设置了

一道问题，从参与者给出的答

案来看，子女与母亲的沟通基

本顺畅，但依然存在不少“障

碍”，其中，有4人认为，自己可

以与母亲“无话不说”，母亲也

可以像同龄人一样与其进行沟

通交流；有11人认为自己与母

亲的交流“基本顺畅”，有时也

会出现“不想说”的情况；有3

人认为，自己与母亲的交流存

在“代沟”，母亲与自己的思维

方式“不合拍”；有2人表示“很

怕母亲的唠叨”，遇到母亲唠

叨，往往会以“沉默”来表示抗

议；有人表示“母亲总喜欢说一

些琐碎的事情”，所以不喜欢

听。

最想做的事：多陪陪母亲

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母亲

总有许多事情让人感动。调查

中，几位市民都讲述了母亲让

自己感动的事情。

市民蔡女士告诉记者，小

时候她身体不好，记忆中，母亲

经常背着她上学。读高中时，

她是寄宿生，母亲怕她在学校

吃不好，营养跟不上，便时不时

在家里炖些猪肉、鸭肉，或者煮

些好吃的菜，送到学校给她

吃。当时年少，她对此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感觉。现在，她有

了自己的孩子，在切身体会到

养育孩子不易的同时，回想母

亲当年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内心尤为感动。

“我小时候喜欢吃零食，长

大后我就很少吃了。不过，妈

妈总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吃的那

些零食，时常会买些放在家里，

以免我哪天想吃时，家里却没

有。”一位市民说，这看起来只

是小事情，却让她非常感动。

其他几个市民讲述的令人感动

的“母爱故事”分别有：“在我生

宝宝时，妈妈彻夜不眠地陪着

我。”“我怀孕时，妈妈做好吃

的，然后搭公交车送来给我，然

后又搭公交车回去。”“每次我

有什么事，妈妈总是第一时间

来帮我，比如平时出门上班时

忘掉了什么东西，妈妈就会打

电话提醒我，或者帮忙拿给我；

当我生病的时候，妈妈总是在

旁边一直照顾我。”“有一次肚

子疼，妈妈背着我去村里的诊

所。那时我已经成年了，体重

百余斤，也不知道瘦弱的妈妈

怎么背得动我。”

母亲节是一个感恩的日

子。对于妈妈，你今年最想为

她做件什么事情呢？记者得到

的答复几乎都包含“陪伴”两个

字：“妈妈老了，我想尽可能抽

空回家陪陪她。”“妈妈喜欢旅

游，不过还没有走出国门过，今

年我想带妈妈去国外旅游一

次。”“只要有时间，我就陪伴在

她身边，给她解解闷。”“妈妈一

直都用老人机，我平时在厦门，

妹妹下半年也要出去工作了，

所以今年我想教妈妈使用智能

手机，以后她就可以用微信和

我们视频聊天了。”……从市民

所说的这些“最想为妈妈做的

事情”中，记者透过字里行间，

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母亲深深的

爱。

采访中，有多位女性市民

告诉记者，多数人的母亲都只

是平凡之人，但对于子女，每

个母亲都在默默地无私奉献

着。有些母爱可能十分“显

眼”、直接，容易让子女感受

到，并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留

下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还有

一些母爱，平时不显山露水，

甚至还因为唠叨或苛求而让

子女生气，随着子女长大成

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会

真正理解和感动于那份母爱。

（记者 林春凯）

为了促进解决“幼有所育”问题，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在10日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分别对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明确了各自的措施。业内人士指出，意见的出台将为缓解托育机构匮

乏、标准制度缺失、监管部门混乱等问题提供遵循。

增加供给 满足照护服务需求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表示，目前我国有3岁以下（不含3岁）婴

幼儿5000万左右，而照护服务供给不足。有调查显示，目前婴幼儿在各

类照护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近80%的婴幼儿是由祖辈参与看

护和照料，社会普遍反映家庭婴幼儿照料负担较重。

党和政府多次提出全面推进幼有所育、老有所养，而“幼有所育”是

“老有所养”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孙辈没人看护，老人也无法安然“休

养”。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没人带孩子”成为制约家

庭再生育的突出因素，广大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

在此背景下，婴幼儿照护领域的顶层设计应运而生。于学军表示，

意见确立了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4条基本原则。一是家庭为主，

托育补充。二是政策引导，普惠优先。三是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四是

属地管理，分类指导。

梳难补漏 鼓励社会力量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婴幼儿照护领域存在着供需矛盾突出、祖辈照

料负担过重、养育机会成本提升、对婴幼儿照护机构的专业性要求高等

问题，而婴幼儿照护机构还存在着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社会力量参

与存在障碍、服务体系缺乏规范监管、民办机构运营压力较大等问题。

在目前托育需求旺盛，公办投入无法立即满足的情况下，应引导市场健

康发展。

近日出台的意见明确提出梳理社会力量进入的堵点和难点，采取

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地方政

府通过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等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婴幼

儿照护服务、用人单位内设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表示，意见提出规范发展

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政府给予补贴、社会积极参与，

有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民办机构运营压力大的问

题。

加强监管 确保各方履行职责

政策规范只是第一步，要想把政策落实到位，还需亮出监管利剑。

近年来有个别托幼机构有虐童行为，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针

对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紧缺、部分人员素质相对不高等问题，意见提

出，加快培育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人才，依法逐步实行工作人员职业资

格准入制度，对虐童等行为零容忍，对相关个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实行终

身禁入。

于学军强调，目前设置婴幼儿照护机构实行备案登记制度，不进行

行政许可不等于放松监管，意见针对监管问题从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服务机构的主体责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要求。

对于监管责任划分，意见明确提出要按照属地管理和分工负责的

原则，地方政府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规范发展和安全监管要负主要责

任。意见附有17个部门和单位的分工，各个单位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履

行监管职责。此外，各类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开展服务必须要符合有

关标准和规范，并且对婴幼儿的安全和健康负主体责任。还将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新华）

关于3岁以下娃入托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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