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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方可根治童书内容失格
□ 蒋璟璟

封 面 评 论

热 点 评 论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人做

瞒报疫情的糊涂事

新 华 时 评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需要厘清三种关系
□新华社记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开展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相关立法工作。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反复论述立
法的目的、宗旨和适用范围，重申对“一国两制”方
针的坚持。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国安立法，必须
厘清三种关系，即打击极少数与保护大多数的关
系、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市民合法权利的关系，以
及修补国安漏洞与巩固“一国两制”的关系。

首先要明确的是打击极少数和保护大多数的
关系。这次全国人大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针对的是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
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
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
动。具体而言，有关立法的适用范围是有严格限
定的，惩治的是为害最烈、影响国家安全最突出的
四类行为和活动，针对的是“黑暴”幕后黑手、暴恐
分子、“港独”组织、激进本土分离势力等，与绝大多
数香港市民无关。

在香港去年发生的“修例风波”中，人们已经
看到，极少数害群之马组织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明
目张胆鼓吹“港独”“自决”等分裂国家的言论，甚至
叫嚣“武装建国”“广场立宪”。他们公然勾结外部
势力，公开宣称要将香港变为国际制衡中国的棋
子，甚至喊出“为美国而战”的口号。其汉奸嘴脸、
奴才媚态，令人不齿。

在香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就是要震慑这些极少数无耻之徒，让他们
为自己分裂国家的行为付出代价。

其次，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市民合法权利之
间并不存在矛盾，所有相关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行

为，都会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定程序，不会侵
犯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符合现代
法治原则和精神。

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香港国安立法相关决定
前后，反中乱港分子疯狂炮制谣言，诸如“‘一国两制’
已死”“中央驻港国家安全机构可在香港随意抓人”
等。这种煽惑人心、制造恐惧的舆论骗术，在“修例风
波”中屡见不鲜。但是，谎言终归是谎言。纵观香港回
归23年的历程就能发现，中央和特区政府从未对广大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及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言
论、新闻、集会、示威、游行等进行过干涉和阻挠。

第三，处理好修补国家安全漏洞与巩固“一国两
制”的关系，关乎香港的未来。 回顾历史，回归初心，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仅是“一国两制”的
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然而，反中乱港分子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挑战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出卖国家和香港利益，置广
大港人福祉于不顾。他们为了夺取香港管治权，搞

“港独”、掀“黑暴”，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牵制和
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当此之际，中央主动在港就
国家安全立法，修补国家安全的漏洞和风险口，就
是为给香港拨乱反正、重回正轨提供契机，为“一国
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后，国家安全在港
必将得到充分保障，广大市民依法拥有的自由和权
利必将得到更好的尊重与保护。清除了戾气和恐
惧、恢复了安宁与祥和的香港，必然会迎来更好的
明天，“东方之珠”必将重放光彩。

16日晚，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并相应调整防控策略。响
应级别升级，防控措施也要升级到位。自11日以
来，北京连续报告与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的新冠
肺炎病例以每日两位数增加，截至16日24时，北
京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累计达137例。十分严峻的
防疫形势已经敲响聚集性疫情的警钟，必须深刻
吸取教训，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

从北京的疫情防控工作看，当务之急是响应
级别“升级”后的各项防控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无
论是对于紧急情况下的疫情还是常态化的疫情，
我们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防控经验，中央及各
地也都做了周密的部署，但就近日北京少数社区
的情况看，有的还没有完全“回过味”来，测体温、
登记不甚严格，有的有管理但尚有漏洞。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坚持“及时发现、快速
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坚持“三防”“四早”

“九严格”……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实际情况和可

能出现的疫情提出来的，落实到位对于防控疫情
十分必要。面对北京仍在增长的确诊病例数，各
方都须强化底线思维，做到应查尽查、应检尽检、
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道。

眼下，新冠病毒仍在全球传播蔓延，短期内难以
有效控制。各地各部门应当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复
杂性，决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疫情防控常态化不是放松防控，更不是

“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而是要把各项防控举措日常
化，是更高标准的要求。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
性疫情警示我们，疫情反弹的风险时刻存在，防控工
作稍有不慎，疫情就会卷土重来。疫情防控事关人
民生命健康，事关国家发展稳定，须臾大意不得。

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升
级”之际，武汉宣布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
全部“清零”，这进一步给我们以信心。做到快筛
查、严防控、紧溯源，健全防控体系、严格防控策略，
我们就一定能赢得胜利。 据新华社

别让家长焦虑情绪
影响孩子高考

□天歌

“医生，我真的受不
了了，孩子再不高考我就
疯了。”安徽合肥市第四
人民医院（安徽省精神卫
生中心）的诊室里，前来
就诊的王女士挂着大大
的黑眼圈，向医生大倒苦
水。每年高考前，各地都
有一些家长和考生一起
出现“高考焦虑”，有的家
长甚至比考生还严重。（6
月16日《新安晚报》）

今年的高考和往年有
着很大的不同，这势必给今
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带来一
定的影响。一方面，全国
大多数地方的学校都延迟
开学，有些地方还是一延
再延，将给高三考生学习
备考带来不利影响；另一
方面，今年的高考日期从6
月调整到7月，虽然延长了
高三考生一个月的学习时
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一些家
长和考生的焦虑情绪。

越是在这种时候，越
需要考生和家长保持淡
定、平和、积极的心态。
像前面提到的王女士，因
为女儿即将参加高考而
导致自己陷入焦虑之中，
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和
爱人、家人发生矛盾冲
突，不但没有必要，而且
会给孩子备考帮倒忙。
有人可能觉得难以理解，
毕竟参加高考的是孩子，
为什么家长反而焦虑起
来了？原因并不复杂，参
加高考的虽然是孩子，但
最关注孩子备考情况甚
至一举一动的却是家长。

很多家长都知道高考
的重要性，生怕现在备考
遇到任何问题。而今年由
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孩子长时间在家里备
考，天天和父母面对面，自
然就加重了父母焦虑的情
绪。而父母又反过来影响
孩子，与孩子的焦虑情绪
产生“叠加效应”，成为影
响孩子备考的负面因素。

家长要缓解“高考焦
虑”，应有意识减少和孩子
碰面的机会，减少对孩子
备考情况的关注度，毕竟
家长除了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对孩子备考也帮不上
太大的忙。当意识到自己
出现紧张、焦虑情绪以后，
要学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
他事情上去，通过让自己
的生活更丰富一些，来缓
解焦虑情绪。如果情况变
得比较严重，“高考焦虑”
程度比较深，就应当像王
女士那样，向医学、心理学
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在外
界的帮助下走出心理困
境。 据北京青年报

据河北安新县公安局通
报，当地一对夫妻王某、冯某
自北京返回河北后，拒不配
合疫情防控排查工作，故意
隐瞒个人轨迹及与他人接触
情况，给疫情防控排查工作
带来极大困难。目前，王某
及其岳母、女儿已确诊，冯某
也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在最近一轮疫情中，
安新县最近3天已累计确诊
7 人，是北京之外新增本土
病例较集中的地方。

据当地卫健委通报，瞒
报者冯某不仅自己已确诊，
还让当地一名微商从业者成
了无症状感染者。在这一轮
疫情仍有扩散的背景下，这
起瞒报事件令人遗憾且感到
不解：瞒报害人害己，上一轮
疫情中瞒报迟报的惨痛教
训，难道都忘了吗？现在都
什么时候了，为什么还有人
做瞒报疫情的糊涂事？

瞒报疫情，后果有多严
重？我们回顾几个案例：2
月初，福建晋江一男子从武
汉返乡，谎报行程且参加宗
族祭祀，致数千人被隔离、多
人确诊；2月初，山东聊城一
超市瞒报信息，导致17人确
诊；3月初，一男子从国外回
到山东后瞒报信息，导致600
余村民居家观察……

时至今日，那些还在瞒
报疫情信息的人，难道不知
道瞒报可能严重干扰疫情防
控？难道不知道依据我国相
关法律的规定，隐瞒、谎报疫
情信息造成严重后果，会被
追究法律责任？ 退一万步
说，万一真被感染，难道自己
在家治愈的概率，要比专业
医疗机构更大？

与年初相比，这一次的
疫情应对更有经验、更有
序。比如，三大移动运营商
会给近期到过新发地市场的
人员发短信，提醒尽快向居
委会和单位报告；再比如，北
京全面开展了“敲门行动”
上门摸排。但是，这些好的
做法，只有得到大家的配合
才有效，如果有人心存侥幸，
故意瞒报、漏报，很多人的付
出都将白费，防疫网络也将
存在重大漏洞。

据媒体报道，安新县公安
局组织专门力量成立专班，全
力调查瞒报事件，并将依据调
查情况及实际造成的危害后
果，依法追责。疫情当前，任
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只
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做出对自
己、对他人都不利的糊涂事。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才是应对疫情的正确态
度。为了疫情早日结束，为了
生活早日恢复正轨，但愿这是
最后一起瞒报疫情的案例。

据新华每日电讯

常态化防控须臾大意不得
□李斌关桂峰

据《半月谈》，伴随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少
儿阅读市场逐渐扩大。然而，部分粗制滥造、内容
失格的童书流入市场，容易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
响。一本名为《小熊过生日》的儿童绘本，近日在网
络上引起热议。该绘本中，许多朋友参加小熊的生
日会，吃蛋糕时却有一位朋友不见了，餐桌上则多
了只烤鸡。故事暗示朋友“上”了餐桌。网友纷纷
表示，这样的内容难以理喻。

粗制滥造、内容失格，奇葩童书简直刷爆下
限。有儿童幽默小说将正在讨论问题的女孩形容
为“长舌妇”；还有一些儿童图书赤裸裸展示血腥、
暴力……在卡通绘本“人畜无害”的表象下，诸多三
观不正、少儿不宜的内容，被夹带在童书之内。家
长稍有不慎，孩子便会中招遭荼毒。

当然，有必要厘清的，有别于邪典动画等涉童
有害作品，大多数低劣的童书并非出于“病态的恶

意”，而更多是专业能力不足、编撰理念偏差所
致。许多童书，仍然是以成人的视角、成人的尺度
与承受力、成人的趣味甚至是恶趣味来组织内容，
这客观上导致了其有悖于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
现实的心理接受度，故而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

按理来说，童书产业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细分
领域，其对于生产者能力和经验积累的要求是很高
的。专门的童书作家、专事或擅长童书制作的出版
社，一般来说较能把握分寸，也更为值得信任。但很
遗憾，时下市场的大格局是，从业者一哄而上进入童
书领域，一哄而上、一地鸡毛。很多作家跨界进行童
书写作，甚至某些出版社召集一些实习生、临时工就

“拼凑”起儿童绘本来，其“作品”自然是不敢恭维的。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童书生产同样如此。为

此，家长们固然要强化甄别推动“优胜劣汰”，相关职能
部门也当尽到前端筛查把关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