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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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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市民⑧

文明上网 云端洒满灿烂阳光
□本报记者 王陈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互联网
强势掀起“
智慧风暴”， 快速创造“
智慧产
业”，不断衍生
“
智慧场景”，世界因互联网而
精彩，生活因互联网而多彩，经济社会加速
奔跑，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更多实惠。
如今，我们的生活与互联网越来越密不
可分，在充分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利的
同时，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成为新
时代新要求。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深
入推进，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南阳市民文明行为二十条》， 争做文明
网民，以实际行动让云端洒满灿烂阳光。
学生们在观看网络安全知识展板

依法上网 让网络空间更清朗
9 月 14 日，南阳市 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启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富治指出，要切实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安
全上网意识，自觉养成良好上网习惯，提高网络防
护本领。 要认真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各级党委（党
组） 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落实网络安全
工作责任制， 网络管理和执法部门要加大对网上
违法活动的打击力度， 互联网平台企业要切实保
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网络社会组织要加强行业
自律，广大网民要遵守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自觉抵
制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主动参与维护网络安全。
要努力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党政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要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平台建设， 完善网络
安全设施，升级防护技术等级，开展常态化网络安
全风险隐患自查、风险评估，及时整改安全漏洞，
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年学生要做好个人数据资料保
护，谨慎进行电子交易、网上支付等涉及经济利益
的操作，及时修复安全漏洞，防范个人信息泄露和
财产损失。
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我市各部门充分发
挥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补充作用， 以互联网为阵
地， 广泛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宣传普及
“创文”知识，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社区、进校园，组织开展网络安全、网络文明宣传
教育，引导广大市民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
网，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行为习惯，全面提升城
市文明水平、市民文明素养。
据了解，近期，市教育局将组织开展校园日活
动， 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营造健康、文明的校园网络环境；市通信管
理办公室将组织开展电信日活动， 协调电信运营
企业发送公益短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
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
创文”知识；市公安局将组
织开展法治日活动，公布涉网典型案例，展示网络
安全法治建设成果，引导广大市民依法上网、文明
上网、安全上网；中国人民银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将
组织开展金融日活动， 通过银行网点面向广大市
民广泛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团市委将组织开展青
少年日活动，帮助广大青少年认知网络安全风险，
获取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市总
工会、市妇联将组织开展个人信息保护日活动，大
力推进个人信息保护“
12351”计划……这些丰富
多彩的线上、 线下活动， 将进一步凝聚社会正能
量， 促使广大市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

王勇 摄

文明上网 全面提升文明素养
团中央、 教育部、 文化
部、 国务院新闻办、 全国青
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

文明上网、 安全上网的意识
不断增强， 网络环境正变得
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文明。 以

不让孩子上网并不现实，毕
竟很多时候孩子还要通过网
络学习。 现在，网络环境明显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面向全
社会发布了 《全国青少年网
络文明公约》：要善于网上学
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

前， 网络上有很多黄段子、
“
荤包袱”，对此，各大网站平
台的监管越来越严， 而且还
提供了屏蔽服务， 更重要的

改善，不良信息越来越少，针
对青少年还有防沉迷系统，
而最让我感到放心的是，在
广泛宣传、学校教育、家长引

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
要增强自护意识， 不随意约
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不

是， 广大网民主动不去浏览
这些不良信息， 让这些不良
信息没有了立足之地。 做文

导的影响下， 我家孩子对上
网有了正确的认识， 养成了
良好的上网习惯。 ”

破坏网络秩序； 要有益身心
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 随着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深入
推进， 广大市民积极践行网
络文明公约，依法上网、文明
上网、 安全上网成为文明新

明市民，就要做文明网民。
市民林先生说：“关于网
络， 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上网
问题。 谁都不愿意看到一个
充斥着虚假、 诈骗、 攻击、谩
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网络空

随着网络空间 越 来 越 天
朗气清、生态良好，网络文化
越来越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
市民赵先生对记者说，现在，
在贴吧、论坛上讨论交流时，
大家的心态明显比以前平和

时尚。
市民赵先生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随着相关部门的持

间，更不想让孩子接触这样一
个网络空间，而且我还担心孩
子沉迷网络。 不过，互联网与

了许多，真正起了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的作用， 这从侧面
反映出了网民的文明素养有

续治理，广大网民依法上网、

日常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

了显著提升。

安全上网 共享品质网络生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海量
信息爆炸式快速传播， 正确

随着网络安全意识的提高，
大家正确鉴别网络信息的能

是骗人的，转发它们等于转发
谣言，是不文明行为。现在，看

鉴别网络信息，不信谣、不传
谣， 成为对广大网民提出的

力不断提升， 对网络信息的
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让

到这样的小文章，他都会认认
真真求证一番，如果发现是谣

新的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那

垃圾信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

言或者虚假信息， 不仅不转

些所谓的“生活妙招”“养生
知识” 之类
“
心灵毒鸡汤”，很

小，没了转发的人，垃圾信息
自然就传播不起来了。 现在，

发，还会告诉发布这条信息的
朋友，让他们赶快删除。 郑老

容易让接触网络时间不长的
老年人上当受骗。 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随着网络安全知识
的宣传普及，广大网民尤其是

她的朋友圈里，大多是科普、
美文等内容， 看起来养眼舒
心，还能长知识。
市民郑老先生接受采访

先生说， 正确鉴别网络信息，
不信谣、不传谣，这是提高个
人文明素养的体现。
网络空间是亿 万 民 众 共

老年人的依法上网、 文明上
网、 安全上网意识明显增强，
网络信息鉴别能力正在快速
提升。

时说，他学会用微信的时间不
长，刚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些
“
生活妙招”
“
养生知识” 之类
的小文章， 总是觉得很有道

同的精神家园， 争做文明网
民， 共同构筑网络安全防线，
网络空间才能天朗气清、生态
良好，我们才能享受到更加有

市民邓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阅读、点赞、转发朋友
圈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理，赶紧转发，希望家人、朋友
都知道。 后来，
上小学的孙子

是人们获取信息、学习知识、
相互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

告诉他， 很多
这样的小文章

品质的网络生活。 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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