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评论 随笔

2016年 6月 14日 /星期二 首席编辑 /赵红玲 责任编辑 /郁晶陶

新民网：www.
xi
nmi
n.
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pl
b@x
mwb.
com.
cn 读者来信：dz
l
x@xmwb.
com.
cn

新媒体不是违法广告的"特区#
佘宗明

()*+
! ! ! ! 据报道! 上海市查处了首例
移动应用违法广告案!"母婴之
家#!"" 在广告语中宣扬奶粉营
养成分和母乳无限接近! 被认定
为违法广告! 被上海工商部门罚
款 #$ 万元$ 因是"首例%!此举引
发广泛关注$
打击违规广告的榜单上!首次
出现"!""%的影子!这无疑是好事
一桩&它意味着!对违法广告的打
击覆盖面又在扩大!盲区则由此减
少$虑及该案涉及的是社会关心的
婴幼儿'口粮%问题!且系首例适
用新(广告法)第二十条的宣传替
代母乳功能广告案! 其问题在于
宣扬替代母乳功能! 而非常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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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成长
范 洁
! ! ! ! 昨天! 朋友圈被导演李安在上
海电影节上的论坛发言刷了屏$
*我 *+ 岁才开张拍电影!现在想起
来!很感恩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幼稚
期比较长$ 生长本身是需要孕育的!年
轻人应该准许自己被孕育$ %李安以此
鼓励后继的从业者!还开玩笑道!现在
医学很发达!我们活那么长!急什么呢.
别急功近利的!不仅是年轻人$ 在
这场题为*票房即将超美国!成为/老
大0还差几件事. %的主旨论坛上!李安
直言中国电影应先把基本功学好!"如
果有个/超英赶美0的目标在前面!就没
了上海菜的细火慢炖!变成速食面%$
所以! 无论是个体还是行业!
"慢速成长%都好过"揠苗助长%$
也是在昨天!看到新华社的特稿
(寻访"离成功最近的创业群体%)!聚
焦几位克服了多次试错,跌倒后重新
爬起的"连续创业者%$ 其中一位受访
者举的数据很有意思&首次创业成功
率仅 ',!第 - 次后达到 ./,0'),$
数据是否准确不宜妄断! 不过
对创业绝非一蹴而就的认知! 创业
者和投资人都应心照不宣$不久前!
老牌孵化器"启迪之星%的长三角旗
舰基地落户上海!拥有 #1 年科技服
务经验! 但对盈利速度依然保守&
"孵化器是慢工出细活的行业!需要
走过 *0) 年的周期才有可能实现
收益!要能耐得住这个等待期$ %
只是!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行
业,太多事物处于风口!热钱快速涌
入!也快速撤退$ 迫不及待地跟风!贪
多务得地期待! 生怕不能快速成长,
快速盈利$ 然而!欲速则不达!当形成
群体化的浮躁与泡沫!只会让原本能
吹得更久更远的风!戛然而止$
想起去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姚明作为中职联公司董事长! 对体
育产业当前盛况的审慎&"我们现在
看到好的风口! 如果没有健康的基
础乘风起飞!风口退了以后!我们会
继续飞还是会掉地下. %
这恰如昨天李安对中国电影的
劝诫!珍惜黄金机会!提升影人的能
力, 观众的品位和文化的厚度&"给
我们自己一个健康的环境! 晚熟没
有什么不好!不要太急$ %
成长就像玫瑰花蕾! 有不同的
花期$最后开的花!与最早开的花一
样美丽$

义上的*虚假宣传%!!"" 违法广
告领域行 政 处 罚 实 现 * 零 的 突
破%!其破冰意义自然会因*精准
打击%的高难度而更加凸显+
有了开头后! 公众也普遍希
望!打击违法广告的"箭头%瞄准
涵盖 !""在内的广告平台"靶场%!
今后能成为执法常态$ 被称为"史
上最严% 的新广告法! 就明确了
"利用互联网从事广告活动!适用
本法的各项规定%的原则性规定!
而 !"" 广告等显然在此列$
揆诸当下!移动互联网平台已
成为越来越多违法广告的寄身之
所$ 早就有调查显示!作为广告中
主要违法种类的违规医疗广告!如
今多借新媒体传播$ 虑及移动网络
的高度开放,时空虚拟,快速传播
等特性!实时监管网络广告的高成

年% 月!国家工商总局就(互联网
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社
会意见! 随着执法系统对新兴监
管领域的补缺臻于完善!很多所谓
难题也能迎刃而解+ 其实单从技术
层面看!对广告与非广告的自动识
别, 涉嫌违法广告的自动搜索机
制!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平台早就
不是问题+ 将其移至更"新%的渠
道! 并利用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
等技术手段! 对违法新媒体广告
的查证,打击!也就指哪打哪+
而今! 上海的首例 !"" 违法
广告案!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针对
性监管打击范本+ 也只有将打击违
法广告的触角更多地"依法外扩%!
努力实现执法分寸向"违法必究%
的靠拢! 违法广告尤其是违法新
媒体广告!才能少些遁形之地+

本与发布违法广告的低成本不成
比例!对依托 !"" 发布的违法广告
打击力度跟其实存总量不对称!是
不争的事实-因广告审核机制阙如!
互动性又强,传播面挺广!附着新媒
体上的广告通常比传统媒体广告
"水分%更多!违法广告为祸更甚+
新媒体不是违法广告的 "特
区%! 将新媒体作为广告市场整治
的重心!监管跟上违法广告也爱搭
车"互联网!%的节奏!很有必要&像
对 !"" 广告的监管布控就该更密
集! 对违法的认定打击也应更及
时+ 这也需技术"迭代%!破解新媒
体广告执法在违法线索发现,管
辖权限确认,证据提取保存,违法
责任认定上的多重难题+
基于互联网广告监管特别是
新媒体广告监管面临的掣肘!去

政务新媒体!互动当得体
$%&'
! ! ! ! 不久前! 在西部某县卫生计
生局的官方微博上! 发生了一起
因对话而产生的舆情事件$ 在一
条政务活动信息下面! 该微博的
管理员认为有些跟帖议论不妥!
便与网友多次互评! 双方均言辞
犀利!引发"围观%$ 目前!涉事微
博管理员已被批评教育$
近年来! 政府部门越来越重
视网络问政!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然而!因一些不得体的"说话%而
引发的网络围观!也随之多起来$
对党员干部而言! 不仅要懂得和
群众面对面讲家常话! 还要在熟
悉"网言网语%的基础上!讲入理
又入情的话! 说有力度也有温度
的话$
今天的政务新媒体! 面临的
已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 还要关
心传播效果-和网友的关系!也从
早期的"我讲你听%!变成现在追
求情感共鸣与情绪疏导$ 在这一
新的要求下! 政务新媒体的角色
意识与效果意识变得越来越重
要!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宣传工作
者!把国家政策宣传好%就万事大
吉$ 好不好!自己说了不算!网友
听进了,接受了!才算真的好$ 还
要看到! 尽管网友不喜欢千篇一
律的"群发式对话%!希望自己的

!"#
! ! ! ! 日子好过了!人们开始关心起
养生健康的问题!社会上各类养生
健康资讯也是声势浩大! 层出不
穷$ 特别是微信圈不断地散播着各
类有关健康的信息!诸如什么东西
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用等等$ 朋
友同事中也有信以为真的!不停地
转发,群发!十分热闹$
从传播的内容看! 有的有道
理! 比如大蒜氧化后吃有益健康!
菜少盐少油有利健康$ 当然!也会
有胡说八道的! 使人误入歧途!比
如加工肉类致癌!饮食能消除雾霾
危害!每天喝 ( 杯水最健康!过午
不食能健康减肥!*阴阳水%能清肠
排毒等等! 有人不惜花费几千,几
万元购买养生保健品!甚至有人听

言! 有时候就像大洋彼岸的蝴蝶
翅膀! 振一下就可能在网络世界
里引发想不到的后果$ 而怎样说
话,说什么样的话!归根结底反映
着以怎样的理念面对公众, 服务
公众$（李洪兴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帖子被"翻牌%,得到针对性答复!
但针对性不是"任性%!要得体$ 否
则!公共平台个人化,个人情绪平
台化! 很容易让有理的变为没理
的!结果适得其反$
有人说!"有理说实话! 没理
说横话%!党员干部在互联网上发

山寨骗术
! ! ! ! !只要掏钞票"给你一顶帽"戴着这顶帽"你可去招摇# $各种山
寨社团变着法子敛财"你中招了么%
潘顺祺 画

养生不能放弃常识
谢京辉
信了高血压不吃药靠某些养生办
法也能治好!结果加重了病情$
养生的道理! 不论是谁说的!
只要是违反常识的!基本上是不太
可信的$ 常识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心
智健全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基
本知识$ 曾经发生的张悟本事件
就是有些人常识缺少的表 现 !张
悟本曾被称为*中医食疗第一人%!
出版了(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
书中宣扬*绿豆治百病大法%!引发
市场绿豆涨价! 耽误了不少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的病情$ 再以坚持
素食有助长寿违反常识为例&蛋
白质是人体一切细胞, 组织的重

要成分!而动物蛋白质中含有人体
所必需的氨基酸! 是优质蛋白!这
是植物蛋白所难以取代的!应食用
适当的优质动物蛋白! 如鱼, 奶,
蛋,瘦肉等!以满足人体需要$ 还有
每天喝 ( 杯水最健康也有悖常识$
这些都是缺乏常识带来的问题!有
些说法看似合乎健康需求! 实则
夸大了局部功能的作用!可以说是
以偏盖全$
坚守养生健康的常识是一种
科学的态度!不会人云亦云$ 而那
种放弃常识搞健康养生只能说明
自身的知识不够!储备不足!需要
补上这方面知识的内容$ 现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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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线"
迈不过两道坎
卫 蔚
! ! ! ! 上周末!美国西部快线公司突
然宣布终止与中铁国际美国公司
的合作!这条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
杉矶的 "中国在美建造首条高铁%
前途未卜+
早在去年 & 月宣布要建这条
总投资 '#% 亿美元的高铁项目时!
就有在美国的朋友不看好+倒不是
出于什么地缘政治或者重返亚洲
战略的宏观考量!也不是对中国的
高铁质量不放心!而是觉得美国国
内政治和美国人思维方式短期内
很难"放行%高铁+
两党的"恩怨情仇%!是高铁项
目绕不过去的第一道"坎%+在美国!
支持高铁的大多是讲环保的民主党
人+可惜!民主党政府要砸上千亿美
元大修高铁! 得向反对建高铁的共
和党国会要钱+ 鉴于奥巴马一上台
就废除小布什的"重返月球%计划,
让 &$ 亿美元前期投入打水漂!共和
党让他的高铁项目毫无进展! 也在
"情理之中%+ 更何况!高铁纵横美
利坚大陆!让在华盛顿影响力颇大
的石油业利益集团脸往哪搁.
民众对高铁的抗拒!是另一道绕
不过去的*坎%$一位美国朋友直率地
说!*现在计划建造的高铁都是短
途!可高铁出行受限于发车时间!为
什么我要放弃自己开车所拥有的出
发和休息自主权呢.现在油价又那么
便宜$ %此外!高铁带来的噪声问题
更是美国人不待见它的原因! 居民
们担心高铁 () 分贝的噪声会影响
恬静生活$ 即便回国享受过高铁便
利的中国好友!也加入了反对抗议的
行列!只因为担心噪声会导致房价下
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土木工程
系教授伊比斯公开叫板称! 成功的
高铁网络需要更高的人口密度,更
高的公共交通使用率以及更低的私
车普及率!*所以!国情不同!美国大
部分地区没必要学国外建高铁%$
政治上得不到支持!民意上又
受尽反对!在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
经济社会!私营企业自然担心高铁
项目*吃力不讨好%$宁可毁约也不
愿赔得血本无归!可能是这次西部
快线反悔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对于近年来蜂拥走出国门
的中国企业来说!在砸大钱投资国
外项目时!如果不懂得南橘北枳的
道理!一味照搬国内模式!今后或
许会面临更多的*快线折戟%$

养生犯常识性错误! 除自身原因
外!与当前科普教育活动缺乏不无
关系$ 进入互联网时代!各方面信
息十分丰富!高度发达$ 然而!由于
人们缺少了常识!就容易轻信$ 目
前!普及养生常识的阵地恰恰又为
功利性的各类商业活动所占据!社
会上开展的此类讲座被宣传养生
保健品,推销养生器材所充塞$
或许有人认为常识很简单!也
不会变化!没必要一再普及$ 其实!
常识不等于不变的知识!人们对常
识也有个不断地深化认识的过程!
普及常识是提高认识的有效手段$
常识需要科学普及!也需要传播渠
道!有关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
养生之道并不复杂! 相信科
学!坚持常识!才为正道$ 要识别养
生知识的真伪! 借助常识就不难$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