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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评弹

互联网 + 运动
□谭敏

日前， 健身场馆上线
“群体通” 启动仪式在广州
举行。 接下来共有 40 多家
健身馆陆续入驻“群体通”，
除了羽毛球、乒乓球、网球、
足球、篮球、游泳六大运动
项目之外，健身爱好者也可
以在“群体通”平台上享受
优惠或免费预订了。 据悉，
广州市“群体通”社会体育
场馆上线已有 500 多家，提
供惠民服务的为 360家。

说起“群体通”平台，简
直是政务 APP 逆袭的典
范。“群体通”2013 年底上
线，2014 年到 2016 年，曾
多次被质疑投入高、利用率
低。 可是，如今的“群体通”
在 APP 活跃度、 使用便利
度以及政务服务实用度方
面均有上佳表现。据苹果商

城显示，“群体通” 光是
2016 年就更新了 14 次，每
次都在功能提升和修复方
面下功夫。 而且，入驻的运
动场馆也从最初上线的 45
家扩张到了如今的 500 家，
超过 350 万人通过这个平
台享受体育惠民活动。

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 搞好全民体育运
动， 让更多的人动起来，关
键在于运动场地。大妈在公
路上健步走，在停车场里跳
广场舞，其实质都是因为运
动场地的短缺，或者说是一
些运动场地没有很好地利
用起来。

通过“群体通”这样的
APP 来提高现有场地的利
用率，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许多爱运动的老人全天有

空，就可以把社会运动场馆
的非高峰时段作为免费或
优惠时段， 让老人们使用，
对于场馆来说，既增加了收
入，也盘活了资源，是双赢
之举。

此外，体育惠民，更需
要多条腿走路。 在盘活资
源上， 除了结合市场化场
馆做好惠民服务之外，还
可以研究一下， 如何通过

“互联网 +”的创新，来解决
部分单位和学校运动场馆
的“开放难”。 当然，除了盘
活现有资源， 还需要结合
城市建设现状， 增加运动
场地。 比如，新建小区应配
套相应的运动场地；
公园改造，是不是可
以增加露天的乒乓
球台和羽毛球场；再

比如， 跑步爱好者越来越
多， 能否在条件适合的地
方新建或者改造缓跑径？
这样的缓跑径肯定大受欢
迎。 日前，广州首条滨江缓
跑径建成开放， 缓跑径位
于猎德大桥东侧至华南大
桥段， 环境舒适， 视野开
阔， 已经有不少市民前去
试水了。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强身健体的群众体
育运动需求无疑是刚需，体
育便民惠民，需要各方多投
入多想办法，给市民们打造
一条健康之路。

你这个老糊涂，这么多年你到哪里
去了？

———1998 年 ， 浙江台州的周某向
王某借款 6000 元，不久后，周某竟然人
间蒸发，至今整整 20 年。 日前，王某到
当地法院一纸诉状将老周告了。当两位
老友通过电话联系上以后，年过七旬的
王某道出实情，只是想用这种办法见见
失联多年的好友。

被骗的 320 余万元根本无法填上他
因赌博产生的超过 600 万元的窟窿。

———浙江义乌五旬富商与一名 90
后“女子”网恋，1 年内发给 “女友 ”大大
小小红包数百个，被骗 320 万元。 警方
破案后， 富商才知道骗子竟然是一名曾
3 次因盗窃罪被判刑的江西籍男子。

从小我爸就虐待我，让我干重活，不干
活就不给我饭吃。

———辽宁沈阳一位 74 岁的老人被
查出肺癌晚期， 出院后兄弟姐妹商量将
老人送回老家与大儿子宋某共同居住。
心怀怨恨的大儿子多次驱赶父亲离开，
老人拒绝， 大儿子竟然手持木棒将其父
亲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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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箴言

拯救实体书店
伴随新一轮消费升级，近两年，各种

设计美轮美奂的实体书店似乎又纷纷
兴起。 它们当中，有些成为游客们打卡
必去的景点， 有些成为公众号和朋友圈
的“网红”。 然而，装修的华丽转型，真的
能够带来实体书店的复兴吗？ 媒体记者
采访了上海几家不同类型和风格的实体
书店， 它们有各自的经营之道， 也有各
自的困惑。

拯救实体书店， 不能只靠“颜值”。
应通过创新经营模式，提高实体书店的
市场竞争力。 具体来讲，实体书店应探
索出一条以“学术、文化沙龙、电影、音
乐” 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经营模
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可供开放、探讨、分
享的公共文化平台。 （昌莲）

分心驾驶
□李帆

山东济南一名女司机
因开车打手机，把济南一名
正在执勤的交警王玄飞撞
倒，经抢救无效身亡。 血淋
淋的例子就在眼前，可开车
打手机的人大有人在。有数
据统计，驾车过程中使用手
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比率比
正常开车要高出 4至 5倍。
边打电话边开车，大脑的反

应速度竟慢于酒驾。 今年，
全国共查处打电话、玩手机
等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 40
多万起，这个数字比去年增
加了 11%。

开车时使用手机，一旦
遇到突发状况，驾驶人根本
来不及反应， 还是那句话，
为了自己和别人生命安全，
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分心

驾驶是车祸发生的普
遍原因。

鉴于使用手机对
交通安全造成的负面

作用，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
家已渐渐采取防范措施，
纷纷禁止驾驶人开车时使
用手机。 我国浙江、北京、
上海、 重庆等城市已陆续
出台相关法规， 严管开车
时使用手机。

为消除这一交通隐患，
交通执法部门应利用各种
手段严格执法，对开车时使
用手机者形成强大的震慑
力，使查处常态化，降低乃
至消除驾驶员的侥幸心理。
社会各界要有针对性地普

及交通法规，让广大驾驶人
真正认识到开车时使用手
机的危害，自觉做到开车关
手机。 此外，督促驾驶员的
家属及随车人员予以监督，
多管齐下，营造出开车时不
使用手机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宛运集团
公司）

网上病夫
□于杭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 马云再次语出惊
人“现在网上 90%评论都
没脑子， 假新闻假货假唱
都是毒瘤”，“人有两种食
品，吃下去的物质食品，看
到的、听到的（精神）食品
有问题，脑子就会有问题，
现在人们都在用互联网，
传播的内容有问题， 脑子
就会有问题”，泰斗级的大

咖， 一语道破网络评论乱
象的天机。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
开放、自由、共享的特点给
人们提供了信息交流之便
和各抒己见的空间。 但大
量的水军和各种不实之
词，也给谣言留出了机会。
一个时期以来， 公众对网
络之语均有不同程度的

“怀疑”， 无形中也削弱了
网络的公信力。 这不是互
联网之福， 应是未来的互
联网之祸。

马云还在互联网大会
上坦言，他也是“假新闻的
受害者”。 的确，充斥在网
络媒体上有很多不好的声

音。“吃进去的排泄物在公
共厕所， 但也有很多精神
上的排泄物， 网上各种水
军和谣言就是精神上的排
泄物”，“现在没有东亚病
夫，只有网上病夫”，如此
愤懑之语， 足见马云对网
络之弊的反感， 也说出了
公众的心声。

看来，要想不做“网上
病夫”， 就要提高自己的网
上免疫力。不轻信、不散布、
不传播虚假信息，是个人最
起码的自律。人人争做健康
网民， 自然就不会有
新的“网上病夫”。

当然，网络媒体
也要坚守职业道德，

要和网上商城禁止卖假货
一样， 网媒传播也要讲究

“内容为王”， 不能单纯为
了吸引眼球， 更不能凭空
捏造、无端传谣。 毕竟，网
媒传播的思想、事实、观点
比物质更重要。

从这一点看来， 推动
未来网络健康发展的动力
不仅仅只是技术， 更需成
熟的网络规则和健康的伦
理秩序。

（作者单位：南阳市人
民防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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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老老实实地学， 学习要全面
系统地学，学习要脚踏实地地学，学习要
讲求实效地学。

学习忌借口繁忙不愿学， 学习忌碌
碌无为不爱学，学习忌装点门面不真学，
学习忌急功近利不深学。

（据华夏箴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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