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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不准将学位证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这两

证与签约挂钩，炮制了多少“被就业”闹剧？这侵犯了毕业
生的合法权益，也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更助长虚假之风。
禁令年年发，却总有一些高校为了私利而置若罔闻。数字再
漂亮，一假就掉色。高校教人求真，当拒绝虚假繁荣，追求
不注水的真实就业率。

微 评

来 论

近年来，在以水滴筹、轻松筹为代表的一批网络众筹平台
上，求助人相关信息屡被质疑。 王 鹏 作透支爱心

母亲节到了，如何感恩母亲，人们给出了各种方
式。有的给母亲买礼物，有的为母亲做一顿她最爱吃的
饭菜，而有的则带母亲外出赏景……总之，儿女们都想
把最真挚的爱表达出来。

近些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母亲
节“晒妈”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今年母亲节也是如此。
许多人在朋友圈里“晒”出自己妈妈的照片，并表达自
己的爱与感恩。然而有人质疑：“你这么孝顺，你妈妈
知道吗？”“朋友圈里晒给谁看啊？来点实际行动才是真
的。”甚至还有一种“最孝顺的人都在朋友圈”的说法。

有人认为，很多人发朋友圈“晒妈”，其实只是口
头说说而已，明天也许就忘记自己说的“多爱妈妈”

了。妈妈不是朋友圈里的妈妈，是生活中的妈妈，爱妈
妈也不只是在母亲节这一天里，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中，
每天都对妈妈好，多陪陪妈妈，那才是真爱。毕竟，网
络朋友圈是一个虚拟世界，情感再浓，表达再真诚，都
不如生活中以行动体现出来更真实。

确实，朋友圈“晒妈”给人一种“虚头巴脑”的感
觉，就像如今人们的各种“晒”一样，晒礼物、晒宴
席、晒新衣、晒浪漫、晒孩子……可谓有什么都要“晒
晒”，这使人们对“晒”习以为常，也失去了严肃性、
仪式感，甚至有些厌恶。而到了母亲节还要“晒妈”，
并不令人感到其中有多少真心实意。

然而，既然“晒”现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
惯，那么母亲节“晒妈”也就没什么问题。想跟大家分
享一个有爱心的妈妈，并表达最好的祝福，又有何不妥
呢？何况，如果是成年儿女，即便每天与妈妈生活在一
起，也会觉得有些浓情蜜意的话很难当面说出口，那么
在朋友圈表达一下情感，趁着母亲节在朋友圈向妈妈

“表白”，妈妈看到了也会很开心。
更何况，“晒妈”与生活中用实际行动爱妈，完全

不发生冲突。也许有“口是心非”者，但那毕竟是少
数，想必多数人绝非把“爱妈”仅限于朋友圈“晒
妈”，或走个形式而已。由此，母亲节“晒妈”也是爱
妈的一种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

“晒”的情况下，那么，母亲节“晒妈”就无可厚非。
只是，要提醒一少部分人，朋友圈“晒妈”必须与生活
中以实际行动“爱妈”保持一致。

“晒妈”也是爱妈的一种表达方式
□ 刘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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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五条措施》，要求从省
委、省政府做起，从各级领导机关做起，从领导干部做
起，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标本兼治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

基层负担过重，重在哪里？很多情况下，不是群众
工作复杂、调研调查繁忙，而是基层干部疲于应对“文
山会海”和各类督导检查。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
个文件接着一个文件，一个督查接着一个督查，基层干

部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形式”和“留痕”方
面，不仅使得身心疲惫，更使得该具体的工作无法具
体、该深入的调研无暇深入、该解决的问题无力解决。

领导干部带头为基层减负，对基层干部和基层工作
来讲，是一个福音，更是一个信号。在这个过程中，基
层干部更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切实认识到为基层减负不
是为基层减压，当各类上级会议、文件和督查减少后，
基层干部更要自我加压，进一步提升抓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基层干部自我加压，就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人民
性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显著特征和优良品质，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政治本色的根本标志。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做好基层工作的核心坚守。摒弃
一味盲目执行“上级”要求的观念，杜绝利己主义，坚持实
事求是，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群众满不满意、答不
答应为工作的出发点，真正深入做好调研调查，真正解
决群众身边的困难问题，只有建立和践行如此的观念，
基层干部才能在“减负”中“增压”，才能真正避免形式
主义涟漪的无限扩张，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做好基层工
作，进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基层要抓好减负契机，深入转变工作作风，树牢以
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增强工作能
力，不断强化调研能力提升工作水平，不断强化落实效
果增进干群关系，以强烈的政治性和使命感，建立牢固
的基层阵地，为我党永葆先进性提供丰富实践经验和坚
实基础支撑。

抓住减负契机 树立正确政绩观
□ 祁 博

领导干部带头为基层减负，对基层干部和基层工作来讲，是一个福音，
更是一个信号。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干部更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切实认识到
为基层减负不是为基层减压，当各类上级会议、文件和督查减少后，基层干
部更要自我加压，进一步提升抓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即便天天泡在网络海洋里，可能你
依然无法认识海里的每一种鱼，因为网
络海水太深，总有你不熟悉的领域。一
些网络热词，你甚至无法从字面直接理
解出它的意思，需要借助搜索工具才会
明白，比如，“种草”。

“种草”最早流行于各类大小美妆论
坛与社区，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大
量扩散到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
平台，泛指“把一样事物推荐给另一个
人，让另一个人喜欢这样事物”的过
程。因为“种草”笔记源于用户的真实
体验，分享了美妆、穿搭、旅游等的心
得，吸引了一批喜欢看和分享的年轻
人，所以越来越火。现在，“种草”已经
成为新时代消费主义的象征，网友说得
好：“爱上一片草原，就怕兜里没钱。”

正是看到“种草”笔记能吸引网
民，一些商家开始打起了“种草”笔记
的歪主意。日前有媒体报道，小红书上
的“种草”笔记可能不是源于用户亲身
体验，而是由职业写手根据商家诉求

“量身打造”。新京报记者暗访了解到，
“种草”笔记背后形成了一条代写代发、
刷量、提升搜索排名的产业链。

一个网络热词，就是一个社会切
面。“种草”人火起来，源于他们处心积
虑的人设、精雕细刻的内容、活泼有趣
的互动；我们被“种草”，源于我们喜欢
跟风，我们容易相信爱慕的明星熟悉的
人，我们幻想着那些产品的效果。我们
发现，无论是明星、网红，还是各个社
交平台上的草根素人，无论其载体是文
字、声音、美图还是视频，行之有效的
带货路数有着共通的逻辑：好看好听好
玩，强感染力，高情感饱和度，能够触
发人们的强烈共鸣，自带一万个非买不
可的理由。

这样看，假“种草”笔记的破坏力
就十分巨大了。它不光通过造假损害消
费者的权益，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更破
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于假“种草”笔
记，不光要人人喊打，更要斩草除根。

电商平台要“洁身自好”，对于行业
“毒瘤”，要自觉清除。“种草笔记”就是
一个软文广告，我国 《广告法》 规定，
广告应当真实、合法， 广告不得含有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
导消费者。电商平台既要明确态度、严厉打击、刮骨疗伤，
对于刷量的商家要坚决予以处罚，严重者关店处理，更要多
重并举、防患于未然，建立健全反作弊机制。

监管部门要“与时俱进”，提升网络执法能力，主动对
种“假草”的魑魅魍魉“亮剑”。小红书官方微博发布声明
称，2019年1至3月，小红书反作弊技术团队处理涉及黑产账
号 138 万个，作弊账号 38 万，作弊笔记 121 万篇。然而，“种
草”笔记造假现象并未消失，中介、商家、“达人”仍然在紧
密合作，丝毫未受到影响，显然仅靠平台的甄别能力和打击
手段远远不够。监管部门要擎起利剑，重罚那些顶风作案者，
尤其重罚呼风唤雨者，做到杀一儆百。同时，要完善征信体
制，将写手代写、刷评论点赞单、刷榜等用户的信用信息纳
入全民征信中，使其因“炒信”的失信行为而处处受限。

消费者也要学会理性消费，敢于揭露平台黑幕，给“种
草”笔记拔拔“草”。为什么你的账单越来越多，为什么你
总是感觉买的东西不靠谱，假“种草”笔记功不可没，对于
这种网络“毒草”，不拔怎解心头恨？

假
﹃
种
草
﹄
笔
记
该
如
何
斩
草
除
根

□
胡
绪
全

永城建业联盟新城三期
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达到
交房标准，具备交房条件。
现定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
2019年5月26日在销售中心
办理交房入伙手续，恭迎各
位业主届时光临。

办理入伙手续需携带好
相关资料及费用：1.入伙通
知书原件。2.《商品房买卖
合同》原件、买受人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 5份。3.购房
已交款项的发票原件或复印
件。4.买受人一寸免冠照片
两张。5.预交一年（2019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物业管理费。

（若您因故不能亲自前
来而委托他人代办交房手

续，应告知代理人携带由您
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及双
方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
份前来办理手续。）

交房时间： 9 时至 18
时

交房地点：永城建业联
盟新城营销中心

交 房 楼 栋 ：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5#、 66#、 67#、 68#、
69#、 70#、 商 业 B17-
B56、商业C29-C70

咨 询 热 线 ： 0370—
5888888

特此公告
永城建东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3日

永城建业联盟新城三期交房公告

为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

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1
号）的规定，我们对河南绿晟源置业有限公

司提交的“宁陵县葛天玫瑰园小区”项目

（坐落于宁陵县城关镇珠江路西侧黄山路南

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有关资

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

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

售。预售范围为 8#、9#楼。预售许可证

号：2019第18号。

特此公告

宁陵县房地产发展保障管理中心

2019年5月9日

公 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5月
27日 10时至 2019年 7月 26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变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item.
taobao.com/sf_item/594243703891.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3.55873662fgBFhe， 户
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变卖永城市永兴
街南文化路西（东方华府 2#）商业房产。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
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朱法官
联系电话：13513701600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5月11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13日 10时至 2019年 6月 14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0/02，户名：宁陵县人民法院），公开拍
卖商丘市宁陵县建设路与长江路交叉口西北
角嘉苑御景花园 4幢楼 502室、4幢楼 602室
房屋。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张法官
联系电话：0370—7763052

17603708851
宁陵县人民法院
2019年5月11日

宁陵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12日 10时至 2019年 6月 13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item.
taobao.com/sf_item/594180038934.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13.5f963662mSmh3n，
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
东城区永兴路东段伊顿小镇小区共计60套房
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
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赵法官
联系电话：1352631795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5月11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前段时间，一位年仅3岁的童模被妈妈踢踹的视频
在网上热传，关于童模行业规范、童模权益保障等问题
随后引发社会关注。《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意见》 日前在杭州市滨江区出台，意见规
定，童模活动中不得利用不满 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
广告代言人。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童模保护机制。（5月
10日《北京青年报》）

全国首个童模保护机制出台于杭州市滨江区，直接
导火索就是源于前不久那段“童模被踹”视频的曝光。
由“童模被踹”激发起的社会关注与舆论讨伐，让童模
权益保护也同样聚焦于闪光灯下，不仅广大网友群情激
奋，就连100多家淘宝童装店主也主动联名呼吁，规范
童模拍摄行业，严禁一切粗暴对待儿童的行为。由检察
机关及时跟进并主持起草的童模保护机制，直击童模时
弊，顺应民众诉求，体现法治精神，彰显司法担当。

全国首个童模保护机制的示范意义，不仅在于其把
机制保护的对象首次锁定为“童模”这一特殊群体，更
在于它对由此涉及到的家长思维、行业规范和司法监管
所具有的导向与警示效应。作为童模家长，不能把孩子
视为私有财产和赚钱机器，要从尊重孩子权益、有利孩
子成长的角度善待童模，依法履行好监护职责；作为童
模行业，《意见》规定了童模活动范围、从业人员及童
模监护人的法律责任、职能部门工作内容等，为其厘清
了应有的是非边界，对其业态管理不无引领启迪意义。

全国首个童模保护机制
具有示范意义

□ 张玉胜

“你丑你横穿”“你横穿马路，家人医院等你！”“被
撞死翘翘”。5月9日，一段厦门海翔大道附近公路竖立
另类警示牌的视频走红网络。当地安监站称，设牌是因
常有行人横穿马路，存在安全隐患。（5月 10日《北京
青年报》）

生硬、说教式的交通警示牌，常常给人冷冰冰的感
觉，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也较差。一些地方交警、安监
等部门为了强化宣传教育的效果，创新推出接地气和具
有幽默感内容的交通警示牌，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
刻，在逗乐行人和驾驶人员的同时，也起到了较好的宣
传教育效果，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然而，厦门海翔大
道附近公路竖立的另类警示牌，其内容却充斥着“骂街
式”的粗俗咒语，尽管也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却污
染了公众的眼球。

出新不是出格，幽默不是低俗。交通警示牌的内容
创新不能毫无底线。诸如“你丑你横穿”含蓄一点，还
能勉强说得过去，而“你横穿马路，家人医院等你！”

“被撞死翘翘”等警示语，公众看了心里肯定感到很不
舒服。

交通警示牌不能一味追求所谓的“与众不同”，用
一些低俗、雷人或违背社会风尚良俗的警示性标语来吸
引眼球，否则，不仅无法起到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或
许还会适得其反，引发公众的强烈反感，造成不良的社
会影响。因此，交警等部门在制作交通警示牌时，一定
要严格筛选和把关，严禁警示性标语中出现低俗、不健
康的内容而污染公众的眼球。

交通警示牌
不能污染公众眼球

□ 丁家发

@中国之声
【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奔弛】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奔弛，督

促履行消费维权主体责任。坐上引擎盖的另类维权，除了
晦暗不明的和解，除了示范更多消费者前赴后继，并未扭
转汽车市场的乱象。4S店收取金融服务费不见查处，被曲
解的汽车三包不见澄清，消费纠纷的源头不见化解；监督
疲软无力，何谈尊重消费者，规范汽车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