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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 6:00-19:30 龙泉驿区大
面镇洪柳社区、玉石社区、分水村

6月 2日 9:00-19:30 龙泉驿区十
陵镇嘉汇能源、中粮施工用电

6月2日7:00-19:00 龙泉驿区柏合
镇10KV界柏线黎明10组#1台变、10KV界
柏线长堰5组#1台变、柏合幼儿园

6月 2日 6:00-19:30 龙泉驿区同
安镇龙锦花园小区、同德街1#、2#公
变、同安建筑公司、阳光南路1#、2#公
变、同德街公变、上平2组公变

6月 2日 8:00-18:00 天府新区永
兴街道办事处井石村、龙星村、双堰村

6月 3日 8:00-20:00 天府新区华

阳街道办事处锦江小区、南湖公园
6月3日6:00-22:00 龙泉驿区大

面镇龙华社区
6月3日8:00-19:00 龙泉驿区洛带

镇狮子村、金龙村、新桥村、长安街社区
6月 4日 7:30-6月 5日 19:00 双

流区黄龙溪镇响水村、大河村、川江村
部分、彭山公司农林4社

6月 4日 6:00-18:00 龙泉驿区西
河镇

6月4日8:00-19:00 龙泉驿区万兴
乡万兴场社区、公平村、斑竹村、观斗村、

梨园村、止马店村，金堂县白岩村部分
6月 4日 8:00-19:00 天府新区万

安街道办事处开元村2、3组、高饭店村
6月 4日 7:30-6月 5日 20:00 天

府新区永兴街道办事处云崖村、南新村
6月 4日 8:00-20:00 天府新区华

阳街道办事处牧华路三段
6月5日7:30-21:30 双流区花园

社区
6月5日7:30-21:30 双流区彭镇

光荣社区
6月 5日 6:00-19:00 龙泉驿区柏

合镇长河村部分、工农村部分、柏合政
府自来水

6月5日7:00-21:00 天府新区兴
隆街道天明、天府新区地铁合江车辆段

6月5日7:00-21:00 天府新区合
江街道办事处、兴隆街道办事处天明村
部份、太平街道办事处同心村部份、永
兴街道办事处金花村部分

6月5日8:00-17:30 天府新区煎
茶镇煎茶下街部分

6月5日8:00-17:00 天府新区永
兴街道办事处井石村、龙星村、双堰村、
明水村、南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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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阻遏中国发展企图不会得逞 热 点 评 论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要“有效施策”

□蒋璟璟

奇葩“蚯蚓罚则”
谨防更多版本出现

□李晓亮
借干预香港事务攻击中国内政，已成为

美西方某些政客的“标准动作”。美方周五宣
称，将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还指
摘中国已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赤
裸裸暴露出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于
不顾、肆意霸凌的野蛮嘴脸。究其根本目的，
无非是妄图继续借打“香港牌”遏制中国发
展。这种违背公理人心且不具备现实基础的
图谋注定失败，更进一步凸显了涉港国家安
全立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自2014年非法“占中”以来，美国介入香
港事务越来越露骨，通过与香港反对派合作
和直接培养“代理人”等方式，以香港作为“桥
头堡”对中国内地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
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去年“修例风波”以
来，美国不断为“港独”和激进暴力分子撑腰
打气，通过制定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强行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在全国人大
审议讨论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相关决定期间，
更是无休止地谩骂和攻击中国，彻底撕毁其
所谓“文明国家”“民主国家”的虚伪面具。

香港回归近23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中
央政府坚定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香港基本法中所列明的特区
所享有的权力，以及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均得到了严格维护。任何试图将

“一国两制”污名化的行径，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威胁对香港进行制裁，同样欠缺法理和

现实依据。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来
说，国家安全立法均属于中央事权。美国自
身国安立法种类繁多，却对中国堵塞国家安
全漏洞的合法举措百般指摘，这种“双重标
准”的逻辑实在令人错愕。更何况，伴随所谓
制裁而严重受损的不仅是双方长久以来的合
作关系，还有美国自身的巨大利益。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日高票
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决反对任何外
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
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在未来制
定的相关法律中，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
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更是切实防范、制止
和惩治的对象。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国家统一
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将致力于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并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同
时，我们也会更加坚决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对任何试图危害国家安全的
霸凌行径和强权政治，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亿中国人民绝不会退缩。美国想借干预香
港事务阻遏中国发展，恰是站在了历史和人
心的对立面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
绝不会成功。 据新华社

5 月 30 日，微博网友“小岛里的大海”发
帖称，广州市方圆实验小学一名教师体罚学
生致学生咯血。当天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联
合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随后，
白云公安通报称，发帖人刘某承认为扩大影
响而故意编造谎言，照片展示的衣服“血迹”
实为化妆品和水。

胡编乱造、耸人听闻，以维权之名造谣，
浪费公众感情、空耗公共资源。始作俑者原
想着“一闹就灵”，却不料谎言被迅速戳穿，自
己也落个被刑拘的下场。此事的恶劣影响，
或许远远超出了发帖人刘某原本的预想。而
此前网友一片善心力挺声援，也不知不觉间
被人当枪使。我们一贯对孩子抱以最大的爱
心，但总是有人拿孩子大做文章。这份阴谋
算计，最是不能忍。

事实上，警方调查发现，刘某举报一事，
之前早有公断。涉事老师让5名违纪学生跑
10 圈，已被暂停班主任职务，免去科组长职
务，也算受到了惩戒。

值得追问的是，事态何以至此？在最终

决定发帖造谣之前，刘某有没有走正规途径
进行检举投诉？而相关职能部门有没有及时
回应、充分沟通、答疑解惑？应该说，家校之
间有矛盾很正常，刘某是否在“正路”走不通
的前提下，才诉诸于“网友曝”等私力救济渠
道？

不可否认，近年来通过社交媒介发帖爆
料，成为一种独特的维权路径。然而，一个值
得注意的趋势是，微博等平台上，特定“帖子”
获得稀缺注意力资源的成本越来越高，能够
激起网友兴趣和热情的门槛越来越高。现状
如此，不少人为博关注、为了把事情闹大，极
易误入歧途，要么寻求专业水军、网络炒作公
司提供“服务”，要么极尽夸张、耸动、煽动之
能事。当太多所谓“维权”惯于艺术加工或造
谣捏造，便从根本上污染了网络生态、从骨子
里羞辱了人心良善。

“为了孩子”绝不是造谣传谣的理由，也
绝不是胡搅蛮缠的借口。对孩子最大的爱，
就是成为一位负责任的家长，而不是活成一
个造谣者让子女蒙羞。

最高检6月1日发布《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白 皮 书
（2014—2019）》，数据显示，
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
和毒品犯罪、校园欺凌和暴
力犯罪、14 至 16 周岁未成年
人犯罪数量逐步减少，未成
年人重新犯罪率整体平稳。
但稳中有变，好中有忧，未成
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回升，未
成年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强奸犯罪人数上升；同时，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不容乐
观，性侵害、暴力伤害未成年
人等问题相对突出。

作为全景式梳理未成年
检察工作的专业文件，这份

“白皮书”可谓信息量满满。
从其中信息大致可以判断，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
势趋稳向好”，但令人担忧的
迹象在于，未成年人犯罪数
量在连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
后有所回升。

预防未成人犯罪，从来
都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看
到的是，此前数年，未成人犯
罪数量持续下降，就是因为
相关职能部门采取了一系列
正确的措施。而随着显而易
见的漏洞都补上，“容易做的
事情”都做了，以惯性努力继
续降低未成人犯罪数量的难
度就变得越来越大。而这，
也是为什么“未成人犯罪率
维持平稳”难以保持回落态
势的原因。

一般而言，防控犯罪的
斗争，若无压倒性胜利，阶段
均衡状况势必难以长久维
系，其很大的可能就是犯罪
率出现局部反弹。而从“白
皮书”体现的情况来看，也确
是如此。

“未成年人聚众斗殴、寻
衅 滋 事 、强 奸 犯 罪 人 数 上
升”，应该说这其中折射出的
并非是新问题，只是在其他
犯罪类型遭到有效抑制的前
提下，这些问题才暴露得更
为充分、更为刺眼。而对于
出现的新变化、新形势，及时
调整、有效施策，这将是打破
僵局，确保未成年人犯罪率
再次扭头向下的关键。

奇葩年年有，近年似特
别多。这次是“员工业绩不
达标被要求吃蚯蚓，拒绝则
需打 500 元借条”。每次看
到类似职场新闻，都让人陡
生“今夕何夕”之感。

一周前，贵州毕节某装
修公司规定，未完成业绩的
员工，要么选择生吃蚯蚓或
泥鳅，要么自罚五百块钱。
罚款不是让员工直接掏兜，
而是迂回曲折向单位打借
条。

这 个 弯 弯 绕“ 借 条 罚
款”，就能看出管理者心虚
来。管理者明知这种“土办
法”不合法合规，才会鸡贼地
让员工打所谓欠条借据。前
两天，生吃蚯蚓的视频传出
后，该公司负责人倒打一耙，
表示员工传视频、找媒体，属
于“拿着公司的钱，去投诉公
司”，他将起诉该员工。

稍微不这么法盲的，都
知他这是恼羞成怒，自找台
阶。哪怕他再自我洗脑，认
为生吃蚯蚓、泥鳅等“非人折
磨”，是“为激励员工”，但在
舆论和监管者眼里，这逻辑
根本不成立。先不论生吃这
些生物，是否有潜在生理和
健康风险，仅是变相当众胁
迫的人格性侮辱，就涉嫌侵
权违法。

搞过“生吃泥鳅蚯蚓”、
“下跪自残”这类侮辱性罚则
的奇葩企业不少。那种传销
性业态中，更是常见。它们
都以摧毁员工尊严，以低自
尊甚至负福利等畸形控制术
来“谋发展”。信奉这种自侮
自残性企业文化的，才是职
场怪胎毒草，早该铲除。

总理前两天才在两会上
提到，还有 6 亿人月入不足
千。结合“宁吃蚯蚓，也舍不
得自罚500元”来看，其中况
味更值深思。民生多艰，经
济下行，绩效堪忧，民众权利
保障更应强化。否则难保不
会有其他行业版本“蚯蚓罚
则”再次戳痛大众神经。如
权利不彰，则谁都可能沦为
被逼无奈，只能对自己下狠
手的可怜人。

麻 辣 评 论

封 面 评 论

炮制谣言“维权”
伤害了孩子辜负了人心

□蒋璟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