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管委会

承办单位：商丘建业住宅建设有
限公司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机关党
委

为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落
实陈润儿省长提出的“以水润城、以
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的发
展思路和市委、市政府对示范区建设
的有关要求，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全面展示示范区融合发展建设，
大力提升城市宜居环境和文化品质的

形象，传递现代生态环境的理念，全
方位、多角度展现、推动示范区宜居
休闲文化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社
会各界对示范区的认知程度，经示范
区党工委、管委会批准，特举办示范
区“建业·公园里杯”摄影大奖赛，
并面向全社会征集摄影作品。

一、活动主题
本次大奖赛以“文明宜居、幸福

生活”为主题，拍摄范围仅限示范区
境内。

二、有关要求：
1.主题鲜明、内容健康、视角独

到、创意新颖，真实反映示范区境内

的文明宜居、自然风光、人文景观、
现代功能、生态文化。

2.参赛作品由手机、相机、航拍
均可，拍摄时间不限。作品只限发送
电 子 邮 件 ， 每 人 最 多 限 选 5 幅
（组），组照每组不超过 10张。电子
版照片应为 2M 以上的 JPG 格式文
件，参赛作品一律不退，请自行做好
备份。曾获奖的作品不得参加此赛。

3.参赛作品必须真实，只能做不
影响主旨的裁剪、反差调整，并保留
原始拍摄信息。利用后期制作手段改
变拍摄原貌或合成的作品，一经查
实，取消参赛资格。

4.所有参赛作品主办方有权用于
此次活动及今后非商业宣传活动，
主办方不付稿酬，可保留作者署名
权。

5.此次大赛不收任何参赛费，参
赛人员应认真填写相关参赛信息，做
到准确无误。

6.参赛作品应享有完整的著作
权，凡因参赛作品引起的相关法律问
题，一律由作者自行负责。

7.作品寄送邮箱： sfqsyz@163.
com

咨询电话:13603706589
三、征稿时间及奖项设置

1.征稿时间：即日起至 2017 年
12月20日。

2.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6000元）
二等奖：2名（奖金各4000元）
三等奖：3名（奖金各2000元）
优秀奖：10名（奖金各500元）
入选作品：50幅（组），均有精

美礼品相送。
以上奖项均颁发获奖证书或入选

证书。获奖作品将在商丘日报专版上
刊发。拟结集出版精美画册。欢迎广
大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来示范区采风
创作！

建业·公园里杯“美丽的示范区我的家”摄影大赛

4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 胡绪全 E-mail：sqrbpl@163.com

微 评

来 论

议 堂众

“交警的灭火器都没有，还罚我们的灭
火器？”11月15日，银川市宁东交警大队
的执勤民警在一处路口开展检查时，对一
名未随车携带灭火器的驾驶员开具了简易
处罚决定书。此时，驾驶员提出查看交警
执勤警车是否有灭火器。经查看，执勤警
车宁A0076未放置灭火器。此事被人拍成
视频发到网上，引发很多网友关注。16
日，未携带灭火器警车驾驶员遭到处罚。
（11月18日《华商报》）

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

规定，中型 （含） 以上载客汽车、危险货
物运输车应配备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和
消防器材，灭火器在车身应安装牢靠并便
于使用，违者将处以警告或 20-200 元罚
款。但对私家车并无强制规定。显然，宁
夏市民胡某驾驶的车辆或是客车，或是专
用校车，或是危险货物运输车，因未随车
携带灭火器而被交警处罚，是应当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被交警处罚过的胡
某，反过来还监督交警的车辆是否随车携
带了灭火器。按照《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
法工作规范》等的规定，执勤警用汽车应
当配备反光锥筒、警示灯、停车示意牌、
警戒带、照相机 （或者摄像机）、灭火器、
急救箱、牵引绳等装备。而宁东交警大队
那辆执勤警车并未携带灭火器，这是对上
述规范的违背，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警车都未随车携带灭火器，暴露出相

关交警大队在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漏
洞。警车的装备配备与管理，事关执法执
勤工作的绝对安全，比如警车也有突然自
燃的情形；相关装备配备与管理到位了，
也有助于提高警方对紧急警情的处置、应
对能力，比如当交警在道路上执勤执法
时，遇到有车辆发生车祸或自燃，就可动
用随警车携带的灭火器予以及时扑救。

而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配备相关设
备，也是“正人先正己”的表现之一。“打
铁还需自身硬”，交警部门要求机动车驾驶
人依法行车、文明行车、礼让行车、安全
行车，那么，首先应当要求所有警车驾驶
人做这方面的“排头兵”，带头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带头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树立警
车文明行驶的新形象。这样才能不断提升
执法公信力，收获良好的执法效果。

所幸的是，宁东交警大队对涉事警车

驾驶员也进行了处罚，并“诚请社会各界
继续监督警方工作，及时指出警方工作中
的不足”。这种愿意接受市民监督，对违规
问题不辩解、不粉饰，且自开罚单的开明
做法，值得各地警方学习。知错能改，善
莫大焉。当然，改错之后更要举一反三，
严格依规进一步加强警用车辆管理，以杜
绝“执法犯法”事件再次发生。

最后还是将视角回到胡某身上。法律
法规不光是用来约束普通百姓的，也要约
束执法者。如果执法者不能遵守法律法
规，那么让公民遵守法律法规就可能是
空谈。监督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公民有权利监督执法者是否合法，是否
带头遵守了法律法规。因此，我们每个
公民都应像胡某那样，在被执法时也主
动监督执法者。交警“自开罚单”彰显
法治的进步。

交警“自开罚单”是法治的进步
●何勇海

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使用键
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手写
汉字的机会变少了。键盘时代，是否
还有必要写一手好字？上周，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57.2%的受访者觉得现在写字好看的
人少，48.3%的受访者大部分时间用
键盘打字，偶尔手写。57.7%的受访
者认为键盘时代仍有必要写一手好
字。（1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的普及，当今社会已进入“键盘时
代”，大众对汉字书写的依赖度出现
下降，不规范使用汉字以及“提笔忘
字”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进步同语
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退化，已经形成了
极大反差。此前据媒体报道，大学毕
业的小蔡，手写400字简历，居然出
现 24 个错别字，其因此被招聘单位
拒之门外。试想，连中国母语都书写
不 好 ， 其 还 能 做 些 什 么 ？ 可 见 ，
57.7%的受访者认为，键盘时代仍有
必要写一手好字，实际上是一种理性
反思。

不可否认，计算机技术已渗透到
社会各个领域，电脑的普及日益影响
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字的编
辑处理的强大功能而言，都是传统的
手写所无法企及的。比如，用电脑打
印 1 份 400 字的简历，可能仅需几分

钟便可以完成；但如果用手写，工作效率再高，也需
要半个多小时，这也是人们选择电脑打印的主要诱
因。再者，习惯了使用电脑的人们，已经对书写存在
一种“恐怖症”。特别是，现行的教育评价机制下，我
们的学校在重视文化考试的时候，却忽视了母语教育
和汉字书写。

换言之，一些人“提笔忘字”，暴露出了汉字书写
危机，更折射出了文化传承的退化。教育部、国家语
委曾先后12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报
告中提到，“学生的汉语能力、汉字书写能力在退化，
需要引起注意。”鉴于此，《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将语言文字
事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首次提出“语言文字事
业”的概念，并对语言文字事业的性质、地位、作用
进行了新的定位。

可见，身处键盘时代，莫忘手写汉字的文化初
心。社会越发展，世界越进步，传统的民族文化越发
显得弥足珍贵。汉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形式，而是
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电脑时代，学习的本质不仅是
获取知识，更是抛弃愚昧，让人变得有教养，学会思
想，学会创新。而手写汉字，可以拓展一个人的综合
素质，弘扬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因此，从学生开
始，提倡手写汉字，不仅是当代人的责任，更是世世
代代中国人永恒的责任，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负责，更
是对世界负责，对人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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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套” 徐 骏 作

家里的智能扫地机器人被人远程遥控，“看不见的
客人”通过内置的感应摄像头看着你……近日，韩国
某品牌的智能扫地机器人被曝存在安全漏洞，黑客可
以远程操控其在用户家中自由行动，窥探个人隐私。

人工智能设备是“互联网＋”风口上最活跃的因
素，但能飞多远完全取决于其安全性本身。谨防智能
设备沦为犯罪助手，首先需要从制度设计方面加强防
范，比如在司法管辖、证据规则、责任分配等方面，
通过法律框架的调整，解决好技术领先与法规滞后的
矛盾，为瞬息万变、持续扩张的网络世界提供规则和
保护。其次要从技术层面强化保障，在满足新技术先
进性的同时，增加安全技术投入，保证新技术的可靠
性、可行性、适用性，有效控制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避免出现安全保障设备反成安全隐患的尴尬局面。最
后要从监管层面发力，质量监督部门要跟上“互联
网+”的发展趋势，将网络安全纳入智能产品质量标准
之中，制定明晰的标准细则，将智能系统的普遍漏洞
和“低级错误”扼杀在“摇篮”中。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对于智
能设备的发展来说，这条规律同样适用。随着智能化
时代的到来，个人生活、企业生产、社会运行都将与

“互联网＋”深度捆绑。提升智能设备的安全，更需要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各司其职、各出其
力。网络安全之堤，同样需要全社会动态治理、综合
施治，共同筑就。

谨防智能设备沦为犯罪助手
●盛人云

虽然2015年北京市教委启动三年行动计划，3年
内在全市增加入园名额15万个，但是学前教育供需矛
盾仍然较大。今年11月，北京市教委等7部门发出通
知，对条件较好的无证幼儿园给予支持和帮助，创设
条件使其符合社区办园点的要求，并对社区办园点的
举办者加强管理和引导，规范其行为。（11 月 19 日
《新京报》）

无证幼儿园并非只有北京存在，而是全国存在的
一个共性问题。面对大量孩子上幼儿园的刚性需求，
无证幼儿园无疑起到了补丁的作用：既填补学位缺
口，又满足入学需求。显然对无证幼儿园不能一关了
之，北京对无证幼儿园择优转正的做法，就值得各地
学习借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此，对无证幼儿园存在的现实
不能视而不见：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公办幼儿园的
投入力度，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像建设小学一样
建设幼儿园，最大限度地增加幼儿教育的学位；另一
方面，政府要拿出专项资金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对
无证幼儿园要对其改造提升使其达到幼儿园或幼儿园
教学点的条件，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要正视无证幼儿园存在的现实
●李方向

为严格控制抗菌药物的使用，近日，辽宁省卫生
计生委宣布，全面取消三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静脉输
液。这是继江苏、浙江、黑龙江等省发布“限抗令”
以来，又一省份加入限制抗生素使用的大军。（见11月
15日《新京报》）

抗生素的泛滥在各地医疗机构普遍存在。我国大
输液市场每年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每人输
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每年
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提倡“能口服就不注射，能肌肉注
射的就不静脉注射”的用药原则。抗生素的泛滥侵蚀
了健康肌体，使人体过早产生抗药性，存在诸多潜在
危险因素。要化解“输液危机”，除了加大医疗知识普
及力度，让社会了解“有病就输液”的危害外，还要
改革现有的医疗体系，彻底解决以药养医的弊端。

一个过分依赖吊瓶的国家，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
的健康国家。叫停门诊输液，关键在于医愈“一个愿
打一个愿挨”的症结，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顶在我们
头上“吊瓶大国”的称号。

叫停门诊输液要医愈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病症

●焦风光

@中国青年报：
【原谅弑父者：比罪恶更可怕

的，是对善良的谴责】 湖南一高三
尖子生刺死了自己的班主任。班主
任的女儿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恨
他，恨不起来……我就是希望他能
够改，总之不能再伤害别人。此话
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受到不少网
友抨击。邪恶确很可怕，但比邪恶
更可怕的，是我们都不允许别人善
良了。在这个凉薄的世界里，善良
太宝贵了。我们都应该好好守护
它，而不是让谴责变成压倒善良之
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光明日报：
袁隆平但依然是爱

“做梦”的人。倾其一
生的“禾下乘凉梦”，
如今被注入了“覆盖全
球”的时代内涵。有过
饥饿的记忆，才能体味
到吃饱的不易。发展的
中国，不仅惠及自己，
也给世界其他角落带去
富足。中国梦往往因人
而异，但当袁隆平式的
梦想一一实现，那将是
中国之福、世界之幸。

@人民日报：
【让视障者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苏州

常看到这样一幕，一群视障老人互相搭
着肩、拉着手去买菜。22 年前，他们去
菜场，因为看不见被商贩欺负，瞿阿姨
站出来打抱不平，这一守护就是 12 年，
后来阿姨中风病倒，一群年轻人站出来
继续守护。“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
就在我眼前。”有了爱，视障者就能看见
世界的美好。如果说瞿阿婆点燃了善，
那么200多名志愿者的接力，让善一直延
伸。一群视障老人，因好人伸出援手而
感受到温情；一座城市，因这样的善举
而有温度。携手向前，与爱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