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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

充斥着伪历史、伪科学、伪常识“三伪”文章
搅乱自媒体平台。随着自媒体快速发展，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各类平台发布信息，也可以通过这些
平台接收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信息、知
识的传播。然而，在自媒体提供的海量信息中，
有多少是“真金白银”？李文是南开大学历史系
的大三学生。为了寻找论文的写作灵感，她经常
浏览一些资讯客户端的历史栏目文章，发现一些
所谓的历史文章、科普文章实在是“不靠谱”。（1
月11日《法制日报》）

“三伪”文章搅乱自媒体平台

木须虫：自媒体平台
充斥着伪历史、伪科学、伪
常识的文章，其实并不意
外。首先，自媒体平台的
出现，无限降低了写“文
章”的门槛，谁都可以写，
至于怎么写，不但取决于
个人的知识素养，更取决
于个人的动机，所以既存
在历史、科学、常识等内容
的缺陷，更存在为了吸引
眼球、求得功利，有意歪曲
史实、常识，乃至编造谣言
的现象。其次，自媒体平
台的出现，也无限降低了
文章“发表”的门槛，写出
来的东西，不像传统的媒
体，有编辑审核把关，校正
错漏，杜绝低劣，不经“过
滤”就推送出来了。

谎言说多了也会变成
真实，谬论流传广了也会
被当成真理。自媒体平台

“三伪”文章的危害莫大于
此，这些年其中的种种谣
言流毒甚广、误人不浅的
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危害
应当引起重视。但是，自
媒体并非“三伪”文章的原
罪，寄期望于自媒体平台
的审核与管理，在海量作
者和多样性内容面前，其
实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因
为内容良莠不齐，将自媒

体一刀切封杀，因噎废食，
显然会开历史的倒车。

面对自媒体传播内容
审核把关困难的现实，公
共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对社
会的教育与引导，帮助树
立阅读的理性，学会思考
与怀疑，避免掉入偏听偏
信的陷阱。然而，更重要
的还是进一步增强科学文
化主流的作用，用更多公
正、客观、科学、权威的内
容来占领传播渠道，起到
引 导 作 用 ，实 现 激 浊 扬
清。自媒体的出现，更大
程度是颠覆了传统的科学
文化作品生产、编辑、出
版、传播的模式，消除了可
控性，并且具有更强大的
传播影响力。

这更要求主流科学文
化要顺应传播方式的变
革，更好地运用网络技术
与网络平台，一方面有更
多姓“官”的科学文化网络
媒体，有更多专家、学者的

“自媒体”及回应社会关
切、满足受众需求的精品
力作，发出权威而强有力
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加
大民间自媒体内容生产的
引导，通过评价、激励等手
段，树立更清晰的导向，引
领“去伪存真”。

今日评论 关键词 小区配套设施

谁来守护小区配套设施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郑州嵩山南路南彩路锦绣山河
玉畅园小区幼童坠井一事，昨日已是
事发第7天。死者家属称，目前他们
已经在咨询律师的情况下，根据国家
相关法律，向物业提出了赔偿要求。
律师认为，如果政府等相关部门调解
不成，建议双方走法律途径是最好的
办法。（详见今日本报AⅠ·11版）

新年伊始就遭受如此变故，这个
不幸的家庭令人无尽唏嘘，对于他们
来说，提出赔偿要求既是为了捍卫正
当的法律权益，也是为了告慰亡者在
天之灵。对于旁观者来说，公共区域
发生的生命悲剧，显然不应该止步于
个案了解，尤需一种制度层面的条分
缕析、全面反思。令人遗憾的是，在

《大河报》持续关注此事的过程中，我
们既没有看到个案了解，也没有等来
制度反思。甚至，就连物业公司是否
应承担责任，目前仍存在争执。

物业负责人表示，小区所有的井
盖都是在物业接手前便已经存在，是
符合相关要求的。无论井盖是谁设
计安装的，物业公司都是日常巡检、
养护、维修的责任人，如果井盖质量
没有问题，岂不更说明物业管理存在
巨大瑕疵——如果不是井盖松动，3
岁小童如何能轻易踩翻坠井？更何

况，小区居民已多次向物业反映过井
盖松动的问题。按照物业的解释，接
到业主反映的问题后，曾对井盖采取
了修复措施，此后再未发生过问题。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每一个事故
隐患都要靠业主身临险境去检验，有
多少严重事故不会发生？该物业公
司官网上，“尽心尽意，尽善尽美”“诚
信重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的宣传
语非常醒目，生命悲剧面前，这些口
号却显得如此苍白而空洞。

此事之所以引起小区居民的巨
大恐慌，一个重要原因是，肇事井盖
不是寻常的铸铁材质，而是疑似复合
树脂类材料。现实生活中，复合材料
井盖并不鲜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存
在安全隐患，问题的关键是，按照相
关国家标准，复合材料井盖作为轻型
井盖，只能用于“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材质
的井盖，都必须达到一定的承载能
力，其中最低荷载是18吨。由是观
之，如果说小区绿化带内使用复合材
料井盖情有可原的话，同样材质的井
盖用于小区道路，则很容易置人于险
境。而且，无论什么材质的井盖，都
必须经过相关的质量检测。那么，谁
来对小区井盖进行检测？

大河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郑州
市建委相关负责人，得到的解释是，

质监站只对楼房主体进行验收，至于
谁来负责配套设施的验收，则没有了
下文。这种解释实际上也有理有据
——新修订的《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承接新建物业前，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与建设单位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
定，共同对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检查验收。物业承接查
验应当邀请县（市、区）人民政府物业
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业主代表参加，
可以聘请相关专业机构协助进行。
问题是，如果物业公司没有按照“应
当”的要求，遵守国家相关规定、邀请
行政主管部门和业主代表参加检查
验收，又当如何处置呢？现实生活
中，不少物业公司都与开发商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如果缺少必要的监督
检查机制，如何能保证他们一定会将
小区配套设施的安全放在心上？

小区配套设施不同于寻常城市
基础设施，但却一样承载公共职能、
关乎公共安全，因此没有理由不引起
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公共区域发
生的事故，都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
剧，更是关系到公共空间每个人的切
身利益。以幼童坠井事件为背景，我
们不仅希望个案能得到妥善解决，更
希望看到小区配套设施能得到更全
面的呵护。

□张西流 文 图片来自于网络

从1987年中国长城、北京故宫
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算起，中国的

“申遗”之路已经走过30年。30年后
的今天，中国已拥有世界遗产52项，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6项，世界文化
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
12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
位。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如何更好
保护和传承，受到各方关注。（1月11
日《人民日报》）

去年7月，继可可西里、鼓浪屿先
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中国已
拥有世界遗产52项，世界遗产总数
位居世界第二位。这当然是一件值
得国人自豪的文化盛事。然而，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世遗”数量世界第
二，并不代表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
护，也居世界前列。恰恰相反，一些
地方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著名景区，
在申遗成功后，走进了“重创收、轻保
护”的怪圈。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指出，
世界遗产地的利用必须确保生态或
文化的可持续性，确保利用不会对遗
产地的杰出价值、完整性或真实性产
生有害影响。这些文化遗产是具有
与一般经济性资源不同的特殊性，不

是商品和旅游广告，而是启迪民智的
钥匙。换言之，信守世界遗产承诺，
不搞过度开发，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基
本原则，也理应成为遗产所在地政府
的共识。

52项世界遗产，是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认可，也是中国向世界做出
的文化承诺。把世界遗产保护放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坐标上，不断
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才能更好
发挥文化遗产在见证和提升人类
文明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专家

指出，当前，文化遗产亟须由抢救
性保护为主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
护并重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摒弃申遗为旅游、为开发的功利思
想，找准保护文化遗产的正确思
路。比如，景区应重在教育和休
闲，着手管理创新、科普教材的通
俗化编印、加大导游培训等；用不
遗余力的保护和传承，不断吸收传
统文化的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
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中华民族辉煌
灿烂的历史文化。

应找准保护文化遗产的正确思路

□张强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成都市中
环路武阳大道龙腾西路口曾经非常
拥堵，经过双跨立交桥改造后，这个
同时是地铁站的路口设置了多达37
个红绿灯，站在路口一眼望去，红绿
灯密集分布，堪称成都市红绿灯最多
的路口。

提起来成都，很容易使人想起武
侯祠，巧合的是，这个谜一般的路口
距离武侯祠不超过5公里。说起来
武侯祠，大家都知道里面供奉的是诸
葛亮，而诸葛亮最有名的一套阵法当
数八卦阵。由此看来，这个谜一般的
路口颇得八卦阵的真传，置身其中让
人傻傻分不清。

面对37个红绿灯组成的八卦阵，
别说是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就是土生
土长的本地人，多半也都是一头雾
水。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什么？对
于附近市民来说，那就是虽然一眼就
看到了马路对面，却迟迟过不去马
路，因为一条斑马线被若干红绿灯肢
解成了好几段。相比起行人，机动车
司机的处境更加尴尬，面对这个星星
点灯的路口，稍不留神就可能会闯红
灯，结果很可能路口还没过去，驾驶
证的分就被扣完了。

为什么设置这么多红绿灯？管
理部门的解释是，这个路口的交通太
复杂。其实，比交通更复杂的是红绿
灯，如果没有红绿灯，无论路况有多
么复杂，小心一点还能过去，增加了

这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红绿灯之后，
恐怕不少人根本就不会过马路了。

就此事来说，症结不在交通状况
复杂，而在于管理方式简单粗暴。
这个路口原本也谈不上复杂，只不
过后来陆续有高架桥和地铁站挤到
了这里，结果是，每一次道路改造，管
理部门就会安插上若干红绿灯，路
口就这么日渐复杂起来了。这实际
上是城市管理中一种常见的病症，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相关公共设施
也有必要及时做出规划调整，如果
管理部门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话，
即使是过马路这样的小事，也会成
为市民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红绿灯怎么排成了“八卦阵”

治理“三伪”文章尤需主流激浊扬清

江德斌：反观目前自
媒体平台上的各种“三伪”
文 章 ，明 显 缺 乏 专 业 素
养。乃是写手为了吸引流
量，将网络上流传、未经证
实的资料或观点，以乾坤
大挪移的手法，将其搬运、
裁剪、拼接在一起，再弄个
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标
题，就可以发表了。还有
些文章纯粹是臆造出来
的，写手为了导流而蹭热
点、虚构事实或观点，迎合
部分网友的需求。

可是，这样的“三伪”
文章偏偏能够吸引眼球，
阅读量很大，自媒体平台
亦会主动推荐、导流，以致
经常成为爆款，给写手带
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如此
就形成示范效应，引发更
多人的效仿，为了赚取流
量、粉丝和利益，而罔顾事
实真相、科学真理、社会影
响，反正是网友喜欢看啥
就写啥，导致“三伪”文章
泛滥成灾。

“三伪”文章阅读量
大，能够黏住用户，可以给
平台带来益处，双方实则

是利益共同体，因此平台
往往睁一眼闭一眼，甚至
还会打着大数据分析、挖
掘的幌子，有意向用户推
荐各种低俗、标题党、“三
伪”文章。由于“三伪”文
章的真实性难以辨识，其
社会危害性也不容易察
觉，在进行自媒体整顿时，
也经常被逃脱掉，这也促
进了“三伪”文章的滋生。

目前自媒体处于蓬勃
发展阶段，平台都在跑马
圈地，抢占市场份额为首
要任务，出于竞争考虑，审
查较为宽松，加上人手有
限，对部分专业领域也不
熟悉，令“三伪”文章轻松
过关。因此，监管部门在
全面打击低俗、涉黄、标题
党文章之际，也应对“三
伪”文章加以重视，鼓励自
媒体平台招揽专业人才，
用于审查相关领域的文
章。同时，建立“三伪”文
章数据库，平台之间可以
共享检索，以及时对比审
查，通过技术力量排查，以
提高效率。

自媒体平台对“三伪”文章应有净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