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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网络热点

由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福
关键词：
建日报社主办的2020福建省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报告会近日举行，会上宣布
“县域
了 2020年度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
评价结果，石狮位居第二。本报微
经济”强”
信公众号及时刊载的《县域经济实力，

石狮居福建第二！》，引起不少读者和网
友的关注，不少本地网友对家乡取得成
绩感到自豪，纷纷点赞。
县域经济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既有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体量、速
度等指标，也包含创新驱动、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
指标。2020年，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近年来，石狮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提
出了“创新转型、实业强市”的发展战略，推动城市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对传统产业做整合的同时，
石狮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为新兴战略性产业腾出了
空间。

直播盲拍不退换
不少网友陷套路
盲拍和盲盒有点类似，就是你竞价
拍下产品，付款之前并不知道自己
买了什么。一般是主播将产品放在
盒子或袋子里，在当轮拍卖结束前
不让人看到，主播自己给了个市场
价，并声称物超所值，买家据此对产
品进行出价，最终成交后把产品拿
出来给人看，有的不让人看的会直
接寄给买家。
不过盲拍和盲盒还是有所区
别，因为盲盒大多是固定价格，盲拍
则是一种竞价拍卖，价格并无固定
的标准，全看主播的口才和直播间
人气情况，产品所起到的因素并不
是很大。陈先生发现，在一些直播
平台上，盲拍最多的就是玉石、文玩
等价格缺乏标准，浮动区间较大的
产品，有的产品拍一二十块，有的却
能拍出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天价。
陈先生也坦言，自己也无法判
断盲拍的价格到底真不真实，因为
有的直播间的卖家可能会安排托，
在拍卖过程中顶价。“顶价其实不是
最可怕的，因为收到货不满意可以
退，怕就怕平台制定了不能退换的
规则。”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随着季节的
关键词：
变化，大自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样子，寒
植物萧条，动物冬眠。不过，在
“鸥舞” 风瑟瑟，
梅林港，展现出的却是另一派生机活跃

的景象。
近日，本报微信公众号刊载了《梅林
鸥舞！这是冬季石狮的秀美画面！多图
~》，让不少石狮网友欣赏了一番冬日鸥
群港口飞舞捕食的难得美景，18张美图记录下了鸟
儿们的多种姿态，观之犹如徜徉在冬日暖阳里，有着
别样的舒适和潇洒。
梅林港的冬季充满了生气，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
让这里成了候鸟们越冬的栖息地。滨海石狮的这幅秀
美风光，也从侧面体现了石狮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付
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我们也期待，在石狮发现越
来越多的生态画卷，展现大自然和人的和谐共处。

文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关键词：
脉络，是城市的专属印记。在石狮，有39
“国保” 处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及以上文保有9
处，其中4处为“国保”，即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分别是姑嫂塔、六胜塔、林銮渡、
景胜别墅。
日前，本报微信公众号刊载了《石狮
四大“国字号”文保，你都去过没？感受
历史文化积淀之美！多图~》，让网友和读者一文“游”
遍了石狮的四处“国保”，感受石狮的城市特色和历史
文化积淀之美。
时光荏苒，这四处“国保”依然屹立，它们中的三
处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一处为近现代华侨建
筑典范，都已成为石狮的重要人文地标和城市景观，
也体现了石狮人开拓进取、跨海发展的拼搏精神。保
护好这些“国保”，既是为了传承文化、延续历史，也是
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丽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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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直播带货火爆全网，但
在火爆的背后，消费者遇到的问题
和由此产生的消费纠纷也越来越
多。由于直播门槛并不高，直播平
台数量众多，消费者的权益能否得
到保障受到了考验。
近日，石狮网友陈先生反映，在
某直播平台上参与盲拍，结果收到
货后发现货物并不值钱，与购买价
相差甚远，想要退货却被拒绝，理由
竟是盲拍产品不退不换。陈先生质
疑该条款是霸王条款，记者网上搜
索盲拍套路，发现类似纠纷的投诉
并不少。

盲拍产品货次价高
想要退款却遭拒绝

近日，陈先生就在某直播平台
盲拍了一块1000元的和田玉，中途
平台鉴定也是和田玉，但到手之后
请教了专家，却被告知这是罗甸玉，
广义上虽然也算和田玉的一种，成
分与和田玉相似，但是价格比真正
的和田玉低很多。陈先生所购买的
罗甸玉，价值可能也就值个1000元
的一半。
陈先生质疑直播间货次价高，
以次充好，想要退货，结果却被以盲
拍产品不退不换为由拒绝了。平台
客服也表示，盲拍具有不确定性，不
盲拍产品价格无标准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消费者要谨
付款前不知买了什么
慎参与。最终，陈先生还是通过发
陈先生告诉记者，直播平台上， 现产品存在瑕疵，才成功退了款。

含羞草
它只是一棵草，一棵平凡的含 开花，青绿色的杆子上长出了一个
羞草。现在已经有50多厘米长了， 一个粉紫的小嫩苞。清晨，浴着露
嫩绿的叶子如长长的椭圆形，一摸 水，湿漉漉的；中午反射着阳光，亮
就合在一起，它的花朵粉里透红和 晶晶的。就在这时，小苞绽开了，
蒲公英长得一样，但不会被风吹飞。 一朵两朵，娇小而醒目地点缀在
这草的种子是弟弟生日时妈妈 “小树林”里。到了盛开旺季，那时
送的，那一天，晴空如洗，万里无云， 看上去，不得不赞叹花的美。瞧，
是个最好的日子。弟弟不会种，妈 它绿里透粉，犹如翠绿的大毯子上
妈就叫我和弟弟一起种。弟弟拿起 镶着许多粉色的宝石。妈妈看着
小铲子，用力把土挖起来，让我把种 我说：“ 这花可是你和弟弟一起种
子放进去。因为他害怕泥土把他的 的。”
手弄得黑黑的，就让我一手拿种子， 我明白了，妈妈希望我和弟弟
一手拿水，我将种子用土埋了起 和平相处，以后能互相帮助。姹紫
来。弟弟抢着要浇水，我只好让给 嫣红的春日，我们在一起种植含羞
他，他把水倒在了衣服上笑着说： 草；月凉似水的秋夜，我们看见它在
“种好了，是我和好哥哥一起种的。” 成长，一起欣赏它的美……
含羞草的花呈粉红色，好似妈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五年2
妈脸上的腮红。它一般在八九月 班 黄铮鸣 指导老师：梁丽花）

一位白发苍苍却身披战甲的老人，
背后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抢眼的
“魏”字旗迎风招展。隐隐听到有海浪扑
击岸边的声音，老人决定去赏一赏。
朝太阳升起的地方眺望，有一座小
山，唤作“碣石山”，那山边正好对着海
岸。那老人，也就是曹操，思量着登山观
景。曹操吩咐军队等在山下，自己向东
登上了碣石山，观赏着大海壮景。一路
上，有橙黄相间的落叶时不时舞蹈于空
中，时不时匍匐于地上，归巢的鸟儿唱
着，飞着，与渐渐清晰的海水拍打礁石的
声音应和着，汇成一首美妙的交响乐。

《石狮日报》网事

不过，记者在某消费者网上投诉平
台发现，关于盲拍套路的投诉并不
鲜见，不少消费者被以次充好，却因
盲拍不退不换的规则无法成功退
货。
陈先生这几天在该直播平台逛
下来也发现，不少直播间说是盲拍，
却又有许多卖家说自己看到很值钱
的大漏，逮着刚进直播间的新人宣
传销售，最后以发私单的方式成
交。部分网友也在直播间发出疑
问，既然是主播私下里发单给买家，
还算拍卖吗，还能叫盲拍吗，那都不
能叫盲拍了，为什么又不支持七天
无理由退货。
拒绝从众心理
避免冲动消费

不少网友对直播平台盲拍不退
不换的规则感到质疑，认为是霸王
条款。“提供了平台，就要维护消费
者的权益，不能只看重流量，不注重
保障。”也有网友表示，如果平台标
注明显，卖家也提前提醒了盲拍不
退不换，那在交易达成之后，不是产
品质量问题的话，不退不换并不算
霸王条款。
网友们表示，不论条款是否合
理，从盲拍本身来看，一些上当的买
家很可能是想着占小便宜，但是买
家永远没有卖家精，建议买家不要
在直播间购买贵重物品。直播间里
不少人经常会参考别人的表现和反
映，来做是否消费的决定，但这种从
众心理要不得，因为你不能确定，这
些“别人”是不是卖家安排的托。
如何避免在直播间这种容易冲
动消费的场景内被坑？有网友建议，
重点就在于确定自己需要的物品再
下单，别买了产品之后束之高阁，那
纯粹是乱花钱。此外，在作出消费决
定时，自己心理要对产品有一个价格
的认知，超过这个价格之后，就不要
再继续出手了，这样就能避免被主播
带着走了。
（记者 陈丽明）

菁菁校园
mail:xxx7508@163.com

这是校园人的芳草地
来稿请寄:《石狮日报》许小雄 收

协办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

确切的说是盲人专用拐杖。刚开
始，我很害怕，总觉得黑暗中有人在
盯着我，左右两边的喇叭声此起彼
伏，渐渐迷失了方向。到了后来，我
用拐杖试着向前走了一步，发现没
有想象中的可怕，随着拐杖敲击路
面的“嗒嗒嗒”声，突然脚前一阵闷
声，有一个巨大的东西挡在前面，我
开始无助，开始彷徨，觉得面前没有
路，有点不知所措。我呼唤着妈妈
的名字，可却无一人回应，“吧嗒，吧
嗒”豆大的泪珠直往下滑，但哭泣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自己了。
最后我凭着拐杖，努力往前一跨，虽
然摔在地上，但是我还是跨过去了，
接着再往前一点一点挪，最终走到
了终点。
虽然在这一段路中，我哭泣过，
害怕过，恐惧过，但是我的勇敢终是
战胜了恐惧。而这一天也是我永远
不会忘记的一天。12岁的生日，我
收获了一份礼物——勇敢。也是在
这一天，让我这个胆小的人知道，不
怕恐惧，勇往直前，只要往前冲，胜
利的曙光终会在前方等着你凯旋归
来的。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六年6
班 董芯榆 指导老师：胡晶晶）

网曝假健康码 App
可随意伪造健康码
App 已下架，
警方已介入调查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在某应
用软件商店中发现了一款名为
“健康码演示”的App，竟然可以根
据个人所需，自定义姓名、身份证
号码、城市和健康码状态等，随意
伪造各地的健康码。
网友注意到，“健康码演示”
App能够模拟各地健康码、复工
码、通行码的不同演示风格，不仅
能够展示不同健康码，还可展示
绿码、黄码、橙码、红码状态，并可
自定义地区、城市、姓名等显示数
据。
应用软件商店显示，这款App
的更新日期为2020年12月26日，下载量已经超过了
1000次，该软件的开发者地址为杭州市某科技公司。
该App还标注“注意事项”，称该App仅作为演示目
的，二维码并非实际健康码、复工码，请勿用于被扫码
的场合，以免引起不必要误会。
该情况在被网友曝光后引发质疑，不少网友表
示，虽然该App的“注意事项”提到请勿用于被扫码场
合，但是很少有人下载软件后会去看这些内容，而且
一旦有别有用心的人滥用该App，提供虚假的健康
码，会影响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健康码通过颜色可以快速识别一个人是
否途经疫情比较严重的省市，是否直接或间接接触过
感染患者。通过大数据分析，可直接锁定并找到可能
被感染的人群。但这个App显然让健康码有了伪造
的可能，从而直接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有网友认为，开发者既然不想引起误会，就不该
上架这样的App让人随意下载，“不能理解开发这款
软件的初衷是什么，但展示出来很可能会给疫情防控
添乱”。
据悉，目前该App已从应用软件商店下架，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这款软件自2020年5月6日首次
发布至12月26日，共12次迭代更新，通过开发者地
址查询不到公司，初步推断可能是个体行为或伪造地
址，警方也已介入调查。
（陈丽明）

观沧海

大海之景，妙不可言。放眼望去，海
面上全是波浪，如无数把尺子把带波浪
线的一边合拢起来，又如无边无际的高
低不等的蓝色大树。浪中，几个孤零零
的小岛无助地承受着秋风掀起的浪花的
侵袭；岛上有山，不过是光秃秃的山，山
确实躲过了海涛的攻击。山岛就这么耸
立在海中，也不知坚守了多少岁月。海
浪在动，山岛却沉默着。
同样沉默着的还有山岛上各形各色
的植物。柏树、榕树、铁树，密密地连成
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秋风的吹拂下，它
们左摇右摆，不一会儿又恢复平静；各

式各样的草盖满了山坡，杂样的，黄色 起，早上回“家”。那点缀夜空的星辰也
的，翠绿的，给山的脚上穿上了一双绿 在大海中孕育，一到晚上便脱离大海“母
黄相间的鞋，似线团，似棉被，还长呀长 亲”的怀抱，展现灿烂，早上又同月亮下
的。
海去了。
几阵巨大的秋风冲了过来。如几周 “来人。”曹操大喝。“在。”“给我取笔
前魏军冲向乌恒以及袁绍残余势力时， 墨纸砚，我欲赋诗一首！”“是。”
那雷霆万钧的气势。秋风掀起巨大的波
于是，曹操诗意大发，大笔一挥写下
浪，似乎要把海翻个底朝天。秋风的萧 《观沧海》，全诗透露着他渴望统一中原
瑟加上大浪撞向岩石后水雾飞浓，曹操 的雄心壮志。正如曹操自己所写的《龟
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寿》中的千古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
老人陷入了沉思。早晨，太阳从这 里。”
壮阔的海中升起，夜晚时分又回到了这
（石狮一中初一1班 李奕铭 指导老
海里；皎洁的蝉娟与太阳轮换，夜晚升 师：黄烜炀）

调皮可爱的
“小五”
我家的小五长着一身棕褐色的绒
毛，有时，它的身体会像刺猬一样缩成一
团，好似一个毛绒绒的小球球，可爱极
了！摸上去又柔软又舒服。
它的眼睛水汪汪的，多么像两颗闪
闪发光的黑宝石呀！在阳光的照耀
下，还挺好看的呢！不时，这双眼睛还
会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蛮奇怪的，也非常可爱。它还有一对
三角形的小耳朵。每次它听到一点点
声音的时候，它的这对耳朵就会竖得
老高老高的，似乎很兴奋似的。最特
别的是，它有一个黑不溜秋的小鼻子，
总是湿润润的。每逢天气炎热的时
候，我总会摸一下它的小鼻子，一瞬间
就舒服极了！但小五和别的小狗不一
样的地方在于它长着一个像甜甜圈的

12 岁，
我多了一份勇敢
小时候的我，总想盼着长大；长
大后的我，总想盼着变勇敢。小时
候的我很胆小，遇事总叫爸爸妈妈，
可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发现自己还
是勇敢的。
12岁生日的那天，妈妈带我来
到我家门前那条公路旁地盲行道
上。正当我疑惑时，突然，有个人用
布条蒙住了我的眼睛，对我说：“ 芯
榆，今天妈妈让你体验一下盲人的
生活吧。”说完，就给了我一根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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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卷卷的。每次它想咬住自已尾
巴的时候，老是咬不着。会跟着尾巴
转圈圈，看得我晕头转向，又好笑，又
替它着急。
虽然它可爱，但也特别调皮。你看，
有时，它会故意把装着清水的盆子给掀
翻了，然后再上前踩上几脚，当做没发生
似的走开了。那时候，我妈妈气得脸都
憋红了。
别看它调皮，它还挺尊老爱幼呢！
每当它见到老人时，它会停止凶猛的叫
声；每当它见到小孩时，它会像好朋友一
样，跟他们一起玩。你们说它是不是很
懂事呀？
我喜欢我家的“小五”。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三年8班
洪钰灵 指导老师：张小会）

泪
一串串泪水流过脸颊，如同细雨朦
胧春色；一串串泪水拍打衣襟，如同古
钟宣布夜幕；一串串泪水淌过脚面，如
同清水化作冰帘。那泪，仿佛滚滚浪花
拍打着我的心。
月亮似金盆一般挂在天上，雾气浮
来，遮住了月亮的姿态，影约透来点点
月光，一会儿就疏了。星星似乎不愿意
出来，躲在夜幕后面，不露一点儿身
影。河塘也静悄悄的，时不时落叶划过
水面。这时父亲的责备显得格外刺
耳。暗淡的月光照在父亲的脸上，此时
他的模样如同野兽一般可怕，令我瑟瑟
发抖。吃过晚饭时，母亲因为身体不适

睡着了，我不体谅母亲，让她出去给我
买书。母亲这时已脸色苍白，浑身没
力，加上秋风的吹袭，母亲娇小的身躯
怎能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可她没办法，
女儿学习，怎能耽误。她勉强地穿上外
套，正准备出门，门“突然”开了，父亲看
到了这一幕，我紧张又害怕，眼眶红了
一圈，我流泪了，心跳忽然猛地一下加
快了速度。
秋风把窗户吹得晃动，把父亲的头
发吹得凌乱不堪，他严厉地望着我，我
的身体在颤抖，手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
冰冷。我含着泪低下了头，等待着父亲
的责骂，一秒、两秒、三秒……时间一点

点过去了，始终不见父亲开口，我抬起
了头看了看父亲，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
血丝，粗黑的眉拧成了八字形，脖子到
脸上憋得通红，他一定很厌恶我的做
法。我又低下了头，月光照在我被泪水
打湿的睫毛上。父亲开口了：“你给我
记住，一个人的成就再大，没有孝心，就
是一滩烂泥！”他对我说完，便扶着妈妈
回屋了。月光冷冷地照着我，我默默地
留下了泪水。这泪，如同一双翅膀拍打
着我的心，如同春雨浇灌着我的心，如
同秋风渲染我的心。泪一点点，一滴滴
地落在地上，我反思、自责对母亲的做
法。母亲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吃饭

时，总是把好菜夹给我吃；学习时，她总
是耐心辅导我；入睡时，她总是替我盖
好被子。而她生病时，难受时，我给她
的却是……想到这，我越发感觉对不起
她。眼泪模糊了我的脸颊，鼻子红了，
一抽一抽的，霎时间觉得自己太不孝顺
了。月光照在我那泪水上，闪闪发亮，
天愈发黑，泪愈发多，心愈发沉。
父亲那严厉的身影，我那自责的泪
水织成了一首曲，荡漾在我的心中！泪
似日光温柔地抚摸着我，泪就是那个夜
晚，那个湿淋淋的夜晚！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六年 2
班 王欣怡 指导老师：王碧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