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韩梁

6 月 6 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
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再次
对外逃分子形成强力震慑，释放出海
外追逃快马加鞭不下鞍的强烈信号。

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追逃
办首次向国内外批量通报涉嫌职务犯
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线索，也是
这一机构自成立以来第二次发布追逃
公告，充分展现中国“有逃必追、一追
到底”的坚定决心。

公开曝光外逃人员有关线索，是
挤压外逃人员生存空间的利器。2017
年 4 月，中央追逃办首次公布 22 名未
归案“百名红通”人员藏匿线索，在海
内外引发广泛反响，使得外逃人员如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信息显示，22 人中迄今已有 6
人回国投案。

一年多后，利剑再出鞘。本次公布
的 50 名外逃人员中，不少人级别高、
影响大，其中“百名红通”人员 32 名。
可以预计，随着“天网”继续收紧，不论
“老虎”还是“苍蝇”，腐败分子将无处
可遁，外逃贪官逍遥法外的“美梦”终
将幻灭。

本次《公告》出台，除了公布外逃
分子身份信息、证照号码、外逃时间以
及可能藏匿国家地区，甚至精准标注
部分外逃人员可能居住的社区和街
道，便于广泛发动群众，织密天罗地
网，让腐败分子陷入寸步难行、惶惶不
可终日的境地。

海外非法外，避罪无天堂。从“猎
狐行动”到“天网行动”，从集中公布
“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到加强中外反
腐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辟全
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战场，海外追逃捷报频传。

截至今年 4 月底，中国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 90 多个
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4141 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 825
人，“百名红通”人员 52 人，追回赃款近百亿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党
对反腐败的集中统一领导更有力，机制更趋完善，海外追逃
资源充分整合，行动将更高效。在国际追逃追赃过程中，中
国与更多国家的反腐败合作也不断扩大和深入。

官方数据显示，仍在外逃人员中，90% 以上藏身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不少外逃人员甚至已经
取得当地合法身份。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如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
拿归案、绳之以法”。

腐败犯罪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是中国的行动，也是国际社会共识。奉劝亡命天涯的腐败分
子认清形势，丢掉幻想，早日回国投案自首，方为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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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给考生出的一道思考
题。今年多份高考作文不约而同包含了“时代”
“青年”等关键词，这无疑是在这群年轻人的人
生新起点上刻下一个使命：担当大任，和新时代
挽手同行。

踏入考场的那一刻，意味着“世纪宝宝”们
将目送自己少男少女的背影远去，开始以成年
人的身份近距离观察所处的新时代：物质极大
丰富，文化日趋多元，人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也要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是的，这就
是这个时代的精准画像和你们的人生坐标，正
如绚丽的年纪里有诗和远方，但也要面对狭小
的工位和拥挤的地铁。

但请不要忘记，在庚辰龙年伴着新世纪钟
声出生的你们，注定带着时代的期许。你们的人
生黄金期，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完
全吻合；你们的成长成才，和迈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同频搏动。
你们是足够幸运的，因为你们踩到了时

代的鼓点上。但你们认真想过吗，这样的时代
又意味着什么？

1835 年，有一个德国小伙子，提交了一
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高中毕
业作文。在文末他写道：“人们只有为同时代
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
也达到完美。”他叫卡尔·马克思，至今我们还

在他的思想照耀下前行。
自己时区里的每寸光阴，都应彰显民族

的追求和时代的价值。你是考场里的千万分
之一，但当你毅然扛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时，
你就是这个时代的百分之百。

青年向上，时代向前，逆风的方向永远最
适合飞翔。百年前的中国，一群踏着时代节拍
的青年人，用一本《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篇
章；69 年前，一群从青年时就敢于“到中流击

水，浪遏飞舟”的时代翘楚，让星星之火呈燎原
之势，带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40 年前，一群
青年人乘着浩荡春风，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生
力军，让“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最好的名片。无
论何时，奋斗者都是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

写给时代的信，绝不会有去无回。不妨抛
一个时光漂流瓶，给 2035 年的自己，给那个
看似很远，其实是一眨眼就能到达的伟大时
代。那时的你，也许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而欢呼，也许在为推动了时代的前进而
自豪，也许在为背负着一群人的期许而拼搏，
也许在为挑着一家的幸福而奋力前行。这些
都可以，但首先要把汗水和智慧酿成美酒，装
进生命的酒杯。

是时候了！生在新世纪的你们，既然背
负梦想，就当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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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

某些网络游戏、色情暴力动漫、荒诞玄幻
小说等“精神毒品”，让青少年过度着迷，也让
不少家庭揪心。被称为“电子鸦片”的成瘾性互
联网内容产品，近来备受关注。

在对这一话题进行长达几年的采访和
关注，并与多位业内专家、“电子鸦片”受害
者家庭进行接触和访谈后，我们有一种深刻
的感触：染瘾的孩子背后，可能是“生病”的
家庭。

两年前，我们在湖南采访过一个案例：一个
沉迷于玄幻小说、读过上千本网络小说的高中
少年，当着母亲的面，持刀杀害了班主任。少年
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常年不在身边，偶尔的几
次电话沟通，每次都是问成绩，然后强调“要听
老师的话”。

那次采访中，孩子提起父母时的冷漠表
情以及父母因和孩子缺乏沟通产生的悔恨，
让我们深受震动。事实上，在因染网瘾而发生
的极端案件中，留守家庭的孩子占据的比例
不低。

我们在调研中还经常看到、听闻这样的情
节：一个染有网瘾的孩子，在受到家长的提醒
和管教时，对着同样对互联网产生痴迷的家长
反问：“你可以天天玩，我为什么不行？”

在对这个话题的调研中，湖南省脑科

医院酒瘾网瘾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周旭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
当前中国部分青少年所在的家庭，存在
不容忽视的“正确家教缺失”，尤其是“父
教缺失”。一些年轻夫妻，尤其是父亲，本
身就对互联网有强烈依赖，对孩子产生
了不好的导向。

父教缺失，导致男孩的成长问题尤其
突出。一些孩子为对抗家庭的亲情冷漠或
过度约束，青春期叛逆被激发放大，试图
挑战父母、挑战家庭、挑战学校、挑战社
会，这种精神需求在互联网、特别是游戏
中能得到些许满足。

专家研究发现，我国网瘾人群以男性
居多，相对女性网瘾者以购物、社交为主，
男性网瘾者沉迷于成瘾度更高的游戏、色
情、赌博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网
瘾者年龄段集中于 13 至 15 岁、18 至 23

岁两个年龄段。近年，明显出现了加速低龄
化趋势。

与此同时，教育、陪护责任履行不完善，
或者没有正确科学地履行，也是存在于家庭
方面的病因。

采访中，也有不少家长坦言，孩子沉迷
于电子产品，与最初自己有着“躲懒”心态
有关。这在孩子幼年时期尤其明显。对于一
些工作忙碌的家长而言，陪护小孩牵涉大
量的精力和时间，而电子产品能一定程度
替代这种陪护。“特别忙的时候，给孩子一
个 iPad，他就瞬间安静了，可以去忙其他
的事情。”

今年 3 月，湖南一名少年沉迷于某款热
门手游，在多次与家庭发生冲突之后，选择
了轻生。其母在朋友圈写道：“我身为母亲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度保护和溺爱成为他的
弱点……”

在和其父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孩
子和母亲曾因游戏发生冲突，多次争吵。面对
孩子沉迷于游戏的事实，父母十分焦虑忧心，
却不知如何正确引导。

类似的案例屡次发生，尽管程度不一，但
忧心忡忡而又手足无措的父母，以不恰当的
管教方式激化了矛盾，这却是一个值得重视
的事实。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许多不同家庭的
共同困惑——— 孩子沉迷于手机，我们却不
知道要如何与手机“争夺”孩子？

“看起来我要治好一个孩子，实际上我
要面对的是一个‘生病’的家庭。很多来看病
的父母不知道，不光他们的孩子染上了网
瘾，他们自己也生病了。”周旭辉的这句话，
成为我们调研过程中印象极为深刻的观
点。也让我们意识到，如何给孩子提供良性
的榜样示范、如何科学地引导孩子远离成
瘾性网络内容产品，成为亟待思考和关注
的议题。

家庭，或许不是导致这些惨剧发生的
唯一因素乃至主要因素，但它依然是一个
不得不引起重视和警惕的因素。而那些孩
子被“电子鸦片”所困的家长，都可以从此刻
开始，去做出改变。

孩子沉迷“电子鸦片”，“病根”在家庭
本报记者袁汝婷、苏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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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小强

15 年前，我成为村里第一个，也是目前
为止唯一一个考入了北京全国重点院校的
贫寒学子。

行将入学之际，父亲特意花了大价钱包
了一辆小面包车，送我去县城的火车站。

那时的父亲才 40 岁出头，正值壮年。在
我脑海深处，他的双臂一直那么刚劲有力，
与母亲共同无怨无悔地承担着抚育我和哥
哥的人生重责。

到火车站时，几个好朋友早就到了火车
站为我送行。我一下面包车，就跟他们跑到
一边，天南海北地谈着年少轻狂的人生理
想，留下我父亲一人在炎热拥挤的候车室
里，守候着我为数不多的行李，等候那趟开
往省城的列车。

直到列车快开的最后一刻，我才跑进候
车室与父亲会合。印象中，敦厚老实从未对
我发火的父亲，此时脸上也露出着急的愠
色。

当时，父亲对我说了句再平常不过、却
让我一直萦绕于心的话。他说：“以后要记住，
只有人等车，没有车等人。凡事要给自己留
点空间，这样才不会慌乱。”说完这句，我就与
父亲匆匆告别，踏上汽笛声声作响的列车。

此后多年间，我一次次乘火车去全国各
地历练。精准控制时间，已然融入了我的血
液，成为父亲赐予我的一种生存本能。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父亲已经在我日
益成长的过程中渐渐老去。如今，我已不再
是那个除了读书和恋家，整日无所事事的
少年，成为一双儿女的年轻父亲。父亲从以
前的送站人变成了被送的对象，我从被送
的对象蜕变成送站人。

就在近日，在江南小城的火车站候车
室里，我蓦然发现父亲曾经伟岸的身影变
得瘦小。而他嘴上叫我快点回去 ，不用等
到列车驶来 ，却在最后进站时 ，不时回头
张望看我是否还在。这情形让我知道 ，父
亲的牵挂从未离开。

那个倔强、天生乐观的男孩也在那刻，
心里充满了酸楚，眼角挂满了泪花。

据新华网报道， 2018 年高
考正式开启。这场孩子们的“人
生大考”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

其中，高考安全不容忽视。防作
弊、防泄题、防替考；考场安全、

食品安全、饮水安全 ...... 各地
多举措齐发力 ，为考生安全应
考保驾护航。 漫画：曹一

高考关系千家万户，教育部
门和各地的严密举措，为高考织
出一张周密的安全网。保障睡
眠，保障营养，注意防暑 . . . . . .

家庭也是重要的一环。

本栏编辑：张书旗

“低头族专用通道”是纵容不是警示
袁浩

近日，一条“低头族专用通道”亮相西安
街头。消息引起热议，有人质疑此举是鼓励人
们走路玩手机，有安全风险。对此，建设方对
媒体记者表示，设置该通道是为“警示”低头
族和占道车辆，设立一个月以来已初见成效。

据了解，这条通道所在地位于西安一个
咖啡创业主题街区内，该街区由百瑞未来城
和西安市碑林区特色街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合
作建立，其中“低头族专用通道”于 4 月下旬
铺设完毕，目前已投入使用一个多月。该通道
建设方是西安一处商场，商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选择铺设“低头族专用通道”，主要
是为了警示“低头族”。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舆论褒贬不一。支持
者多以宽容态度看待，甚至还举出美国华盛
顿第 18 街曾规划“使用手机人行道”为例，认
为“低头族专用通道”纵使营销也有意义。

但笔者认为，“低头族专用通道”是纵容
不是警示。“低头族专用道路”的设立，确实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安全隐患。喜欢一边

玩手机一边走路的人自然会“点赞”。但是，
我们需要做的是引导“手机低头族”改掉这
种不良习惯，而不是为他们设立一个专用道
路。这无疑是在浪费城市里有限的道路资
源。更可怕之处在于，我们用这种所谓的人
性化措施，助长了违规出行的坏习惯。

所谓的“美国华盛顿也有一条‘使用手
机人行道’”，其实是一种误读。笔者专门查
阅了资料，这并非是华盛顿市政府所为，而
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一档电视节目提出
的。这档名为“Mind Over Masses”的节目
希望针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低头”现象做
一次社会实验，于是把华盛顿市中心的一条
人行道一分为二，左右两边被分别印上了
“请勿打手机”和“使用手机请走这边并自承
风险”的字样。

结果并不如意。录制该节目的人表示，
大多数正在用手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地上
的提示语，因为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自
己的手机屏幕上，而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在看
到提示语后改变自己的路线。此外，不知出
于何种原因，一些骑自行车、摩托车和在路

上抽烟的人也会被“吸引”到手机人行道这
一边。华盛顿市民伊莲娜便是低头族的一
员，她一开始便注意到了该人行道的划分，
不过走过一个街区之后，忙着通话的她还是
走到了“无手机”通道中。想必大多数低头族
都会有类似的表现——— 都顾着看手机，谁还
看路标啊？

相反，美国对“低头族”一点也不宽容。媒体
报道，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过马路时
看手机或传简讯的行人有可能被处罚，最高罚
款 99美元。

相比之下，我国还没有针对“低头族”的
重罚。笔者建议，对行驶奔走于马路上的“低
头族”，我们应当像对待酒驾一样保持高压
态势，该顶格处罚的就要顶格处罚，不能无
视甚至纵容。在此基础上，有关方面也应该
加大对“低头族”现实危害的宣传，要通过一
些事故案例引导公众自觉远离开车走路“低
头看屏幕”。

总之，要想方设法警示“低头族”，让“低头
族”从此抬起头来，而不是纵容他们，为他们提
供“方便”。

护考

用共识涵养文明

让文明内化于心

王钟的

经历了 3 年前“吃饭不吧唧嘴”倡议的争议后，日前，江
苏宿迁市推出《文明 20 条》2 . 0 版本。“好好说话不抬杠”
“朋友圈不拉票、不刷屏”“亲朋聚会时不玩手机，不冷落他
人”出现在新版《文明 20 条》中。(6 月 5 日澎湃新闻)

文明的内涵素来包罗万象，不仅每个人对文明有不同
的认知，不同的社群也会对文明产生特定的理解。短短 20
条文明守则，显然不足以概括所有。

当然，作为一种倡议性的约定，《文明 20 条》不必像法
律那样事无巨细，也未必旨在产生刚性的约束力。其更大的
意义在于一种提醒，在于从纷繁芜杂的社会价值观中，提取
体现文明性的社会共识。

从本次修订的《文明 20 条》看，诸如朋友圈不拉票、聚会
时不玩手机等倡议，体现了较鲜明的时代性。而几乎所有条
款，都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遭遇甚至困惑的问题。这也说
明，公众对文明的呼吁，更集中于那些尚未实现的部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对文明作出倡议和规范的
传统。尤其是在乡土社会，各种文明守则在社会治理中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中，白鹿村出台
的“乡约”，就是一份典型的乡土文明规范。

当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向现代化转型，法律对社会成
员的约束作用逐渐超过文明规范。不得不承认的是，文明规
范往往存在语义模糊、公私边界不清等问题，这限制了它在
现代更大范围地协调社会关系。然而，总有一些社会秩序的
维护，是法律没有或者无力触及的。例如，很多人都苦于朋
友圈拉票久矣，但拉票作为自发形成的社会现象，显然不在
法律约束范围之内。

此次宿迁出台《文明 20 条》的过程也值得肯定。今年 5
月起，宿迁市文明办着手修订《宿迁文明 20 条》，并通过在
线留言、问卷调查、来信来电等方式共征集意见建议 4 . 53
万条，最终汇集成如今这 20 条。充分尊重民心民意，从社会
共识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不光是为了程序正当，更为了文
明倡导能够真正落到人们的心坎里。
只有取得共识，文明才有力量。西方文化中流传着巴别

塔的故事：古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一座通天高塔，上帝为了
阻止人类这一计划，就创作了不同的语言，让人们之间无法
沟通，共识因此就无法形成。此前，一些地方在没有充分征
集民意的情况下，仓促出台某些文明守则，结果就把文明倡
导变成一场闹剧。

任何一份成功的文明守则，都应该强调“对人”的一面，
而不能局限于“对己”。宿迁市文明办官员在解释《文明 20
条》的制定时就这么说，“总的方向是从最基本的自我约束，
倡导个体文明，进一步提升到了倡导‘利他’”。他人的感受，
无疑是文明行为的重要评价尺度。

进入现代社会，个体自由与文明秩序的协调和互动，成
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比如有的学校在制定学生文明规
范时，过度强调限制个人行为。“男生头发不超过 6 厘米，女
生不能有刘海儿”，类似规范一出台就在舆论场引发强烈争
议，就因为过于强调自我约束，却未能实现“利他”的效果。

什么才是“文明”，并没有特定的标准。随着时代的演
进，文明的内涵在不断拓展，人们对文明的认知也在不断加
深。无论如何，文明不能违背社会成员经过充分讨论后形成
的共识。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文明才能有机会让人们内化于
心，发挥出强大的价值力量。

新华社记者姜伟超

火车站里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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