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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宅娃”荒于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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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箴言

□罗志华

近期， 由于受到疫情
影响，大量未成年人“宅”
在家里， 智能手机等电子
产品成为陪伴未成年人学
习和娱乐的首选工具，有
关网络游戏的消费纠纷更
加突出。 中国消费者协会
提醒家长：莫让“宅娃”荒
于嬉，免得废人又费钱。
与平时相比， 疫情期
间， 孩子更容易沉迷于网
游。 这是因为，孩子虽然好
动，却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
外出，
“
宅” 在家里不好玩，
就更容易想到玩游戏。 此
外，学校组织上网课，孩子
就有了接触手机和网络的
正当理由， 在学习之余，他
们可能抵不住诱惑而玩一
把网络游戏。
孩子沉迷于网 游 ， 还

与家长管教不严有很大关
系。 有很多孩子使用家长
的账号登录， 游戏付费时
还会使用家长的银行账号
等密码。 更要看到，有些家
长的行为会对孩子产生负
面影响， 当家长自己沉迷
于网游时， 就会失去管教
孩子的底气。
疫情期间，孩子沉迷网
游的程度加剧，还与部分网
络游戏企业在疫情期间的
刻意诱导有关。 比如，实名
认证形同虚设，未成年人可
一键登录，这很可能是故意
“
放水”，至少存在管理上的
漏洞。 再如，以给未满 8 周
“
讲故事”
“
开发智
岁的孩子
力”为噱头，来吸引孩子参
“
入坑”
与，有诱导低龄孩童
的嫌疑。 收费环节无验证，

这种对网游企业有利的
“
疏
忽”， 同样不能排除诱导或
“
放水”的嫌疑。
故意
2020 年春季学期十分
特别，网络教学成为主要的
学习模式，这种前所未有的
现象对于学校、老师、家长、
学生等都构成了考验。对于
学校和老师而言，如何为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网课，怎么
开展家校合作，是他们应当
努力研究与解决的问题。家
庭教育能力和学生的自制
能力，则是家长和学生面临
的主要考验。
当疫情形势明显好转、
学校恢复上课后，由于在疫
情期间家长和学生的
表现存在很大的差
异， 学生的成绩或许
会因此重新“洗牌”，

自学能力强或适应网络教
学的学生， 成绩会上涨，部
分学生的成绩难免会出现
下滑，其中沉迷网游的学生
最可能出现成绩明显下滑
现象，严重时还会出现厌学
情绪，这一点值得老师和家
长警惕。
对于职能部门而言，既
然疫情期间孩子更容易沉
迷于网游，那么，此期间对
于网游行业的监管理应加
码，尤其是实名认证、防沉
迷等制度，要严格落实。 如
此多方面干预，方能避免沉
迷网游成为影响学生的疫
情次生灾害。 ①2

南都论坛

数字防疫也要穿好“防护服”
□练洪洋

由于健康码具有多种
优点，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
泛应用。各个省份之间的数
据互联互通也在启动，然
而，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个
人信息安全的担忧。
疫情防控要求，让公众
多了一分填报个人信息的
自觉，也给许多商家制造了
大面积收割用户个人信息

的机会。 别说进小区，连进
药店、超市、银行等营业场
所， 都被要求登记个人信
息。 当中，姓名、身份证号、
手机号这
“
三件套”是标配，
有的甚至还要填写居住地
址、行程记录、个人健康等
敏感信息。相信不少人在交
出这些信息之后，心里都不
免忐忑：万一个人信息遭到
泄露， 被非法利用，
岂不遭殃？ 应该说，
这并非杞人之忧，收
集信息的主体越多、

场景越广、 管理链条越长，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就越
大， 用户的维权难度也越
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被谁
“
出卖”了。线上教育开展以
来，面向中小学生的电信诈
骗犯罪活跃起来，昭示强化
个人信息管理之重要性和
紧迫性。
保护个人信息尤为不
易。 疫情防控之下，个人信
息大量被收集，疫情过后，
保护压力更大。 健康码等
数据互联互通， 大大拉长

公民个人信息管理链条，
受到黑客攻击、 管理环节
泄露等机会也大大增加。
所以， 在积极推进数据互
联互通过程中，要穿好“防
护服”，外防“病毒”入侵，
内防
“内鬼”泄密。
工程最怕烂尾，数字防
疫也一样，要善待收集到的
数据。 无论互联互通的共
享， 还是用完之后的处置，
都要合法合规、 合情合理，
千万别
“
烂尾”，又给公众添
堵、社会添乱。 ①2

从“宅生活”到“宅经济”
闷？ 事实证明，尽管是疫情
防控背景下的非常之策、无
奈之举，虽然还有很多需求
无法实现、很难替代，很多
人还是在家坚持充电学习、
努力生活，
“
宅”出了一个更
好的自己。
各种各样的
“
宅生活”，
植根于近年来欣欣向荣的
“
宅经济”。倘若没有触手可
及的电商外卖，再好吃的美
食也只能隔屏点赞；如果没
有无远弗届的网络设施，远
程办公、在线教育根本无法
实现。网络购物、餐饮外卖、
网上支付……在突如其来
的疫情面前，这些早已“日
用不觉”的生活方式，成了
“
宅男宅女” 居家必备的解

决方案。 从学习到办公，从
医疗到教育， 从娱乐到消
费，每个人都能在这段特殊
时期感受到网络创新的便
利、技术变革的红利。
反过来看， 疫情下的
宅生活”，是对人们接受新
“
生活方式的一次尝试，也是
对“宅经济”如何变得更加
成熟的一次考验。就在疫情
防控期间，不少在线平台因
为用户过载导致崩溃。有数
字化平台在开工第一天就
紧急扩容， 满足超过 1000
万家企业近 2 亿上班族的
需求； 有电商平台和
传统服务型企业互伸
援手，“共享员工”的
模式应“疫”而生。 一

（据中华箴言网）

送药上门
战
“
疫”初期，很多患有长期或慢性病
的老人，尤其是特困供养、高龄独居的老
人，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无法到医院开药取
药。 但降压、降血糖等药品，真的停不得。
保障救命药不断供，不仅是老人身体健康
的需要，也是抗疫保障的重要环节。 老人
平安度过抗疫时光，也是为抗疫大局提供
了一份必要的安全保障。
把常用药品送到老人身边，就是把温
暖和关怀送到老人身边。 扶危济困、尊老
敬老，本是文明社会的题中之意。 这种非
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也给社区管理带来启
发。 疫情过后，很多老人取药不便的现象
还会存在，所以，为老人上门送药，不只是
疫情防控的当下应急之举，眼下是雪中送
炭，将来不妨常态化。 通过疫情期间的摸
索，完善送药上门机制，让更多老人今后
能够足不出户享受这一惠民举措。 ①2
（侯江）

只有复工复产的路顺畅了，才能同
时打赢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场
战役。
——
—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阶段，很
多地方都在细致周到安排湖北籍务工
人员返城返岗，但也有一些地方出现歧
视性做法。 光明网发表上述观点。

消费券并非一种完美无缺的刺激手
段，如果使用不当，同样会带来一些潜在
的风险。

□程雨田

疫情防控期间，不少人
选择
“
宅”在家里，丰富多彩
的
“
宅生活”，使人们保持着
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比如说， 不管什么时
候，美食总是一种慰藉。 不
能亲身光临， 那就亲自动
手；不能出门觅食，那就闭
门修炼。各式精致美食不断
刷屏，自己有了口福，朋友
也能大饱眼福。
不光要做
“
厨神”，还要
涉猎更多意想不到的领域。
以前总要为发型的细节跟
理发店计较半天，现在突然
发现“
原来再多的烦恼，一
推子就能解决”；“网课”让
孩子们适应得比想象中快
得多。谁说
“
宅”就一定会沉

知貌美与心美的区别， 因貌不等于
心；知善人与好人的区别，因善不等于好；
知殷勤与效果的区别， 因实不等于精；知
言辞与为人的区别，因直不等于真。 ①2

些新企业浴火重生，一些新
行业破茧化蝶。
“
宅生活”的背后，离不
开一群人默默无闻甚至冒
着风险的付出。动动手指可
以送菜上门，但“无接触配
送”的前提是配送员、外卖
员的奔波；买到了心仪已久
的商品，快递小哥还要风雨
无阻走完“最后一公里”。
“
宅生活”期间，不妨在电话
沟通时报以善意，在远程交
流上少些苛责。因为我们都
是
“
宅经济”的一环，也都是
“
宅生活”的一员。 ①2

世相评弹

——
—扩大消费成为近期促进经济恢
复的热门话题，部分省市宣布将通过发
放消费券拉动消费，给经济
“
添柴”。《经
济日报》发出上述提醒。

拿出最稀缺的资源抚恤优待烈士遗
属，彰显的是一种国家和社会态度，是与
烈士的牺牲相对等的国家“最高级别”褒
扬体系中的一部分。
——
—我国多地出台了对防疫一线医
护人员的关爱举措，其中就有被认定为
烈士的医务人员子女的加分政策。 《新
京报》作上述评论。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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