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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防溺水

为孩子的暑期生活编织一张“防护网”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 托 纸 媒 ，大 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大河客户端

豫直播

“如果没发生意外，儿子
今天就要参 加 中 考 了 ，没 想
到下水后就再也没回来。”望
着水流湍急的贾鲁河，一名
溺水男孩的母亲瘫坐在岸
边，哭声撕心裂肺，刺痛着现
场每一个人的心。6 月 24 日
下午，郑州市贾鲁河中牟段 4
名孩子不幸溺水，事发后多
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搜
救。10 多个小时后，4 人陆续
被搜救上岸，经 120 现场确认
均已无生命体征。
（详见今日
本报 AⅠ·12 版）
暑期刚刚开始，悲剧接踵
而至。就在 4 个中牟孩子遭遇
不幸的当天，江西抚州 8 名儿
童下河游玩，两人溺亡，还有
两人下落不明；
此前一天，
6月
23 日，陕西省凤翔县彪角镇 3
名初中生在水库戏水溺亡；再
往前，
6 月 18 日，
河北省邯郸市
鸡泽县一名 12 岁男孩在河边
玩耍时不幸溺水身亡……触目
惊心的灾难背后，是一组沉重

到令人窒息的数字：我国每年
约有 5.9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
未 成 年 人 占 据 了 95% 以 上 。
每一个不幸殒命的孩子，都对
应着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每
一起骤然发生的悲剧，都叩问
着同一个严峻的话题——如
何为孩子的暑期生活编织一
张安全防护网？
每到暑期来临之前，教育
部门都会发出《安全公约》
《安
全保证书》，其中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提醒家长注意照看自
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独自去
池塘、湖泊、水库等危险水域
玩耍。综观各地发生的溺水
悲剧，大多都因孩子脱离了家
长视线而起，由此给人留下的
惨痛教训是，家长首先应切实
履行监护人的职责。毋庸讳
言，繁忙的工作、紧张的生活
使不少家长难以做到对孩子
的“全程陪伴”，不过，这显然
不是放任自流的理由。在家
长努力拼搏，为孩子营造更好
物质环境的同时，孩子的健康
成长更值得关注，即使一时无

法陪伴，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
监护。对于家长来说，
《安全
公约》不仅应写在纸上，更应
记在心里。
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层层
布控，儿童溺水事故仍时有发
生，尤以偏远农村地区为甚。
身处公共管理的薄弱环节，农
村地区不仅更容易出现布控
巡防的“真空地带”，同时也更
加缺少具备专业急救技能
者。基于农村地区特殊的人
口构成，急救技能培训更应该
从学校做起、
“ 从娃娃抓起”。
对于学校来说，不应仅限于颁
发各类禁止学生下水游泳的
通知，更应该告诉孩子其中隐
藏的巨大风险，以及一旦发生
意外应该如何自救和施救。
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是，相当
一部分多人溺水的事故，都是
因为孩子施救不当所造成，如
果学校能教给孩子更多专业
技能，当能最大限度避免此类
悲剧。
为了防范溺水事故，江河
湖泊等公共水域大多设置有

警告牌，每当悲剧发生，人们
也习惯于追问警示牌是否设
置到位。问题是，警示牌真的
能杜绝此类事故发生吗？亲
近水是孩子的天性，面对警示
牌，当不少成年人都按捺不住
戏水冲动的时候，懵懂无知的
孩子很难体会到警示牌沉重
的注释。扭转这样的局面，当
然有必要向孩子普及安全常
识，引导他们远离危险。不
过，更为重要而实际的是，能
否为孩子提供更多嬉戏空
间？炎炎烈日下，多数人都渴
望亲近水，在公共游泳池数量
稀缺且价格较高的背景中，江
河湖泊无疑散发着致命的诱
惑。如果能为公众提供更多
质优价廉的消夏避暑去处，公
共安全就能多一分保障。
频频发生的儿童溺水事
故，不仅是某个家庭难以愈合
的创伤，更是整个社会不忍直
视的悲剧。只有编织起家庭、
学校、社会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网，才能最大限度地庇护孩子
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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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下，多数
人都渴望亲近水，在公
共游泳池数量稀缺且
价格较高的背景中，江
河湖泊散发着致命的
诱惑。如果能为公众
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
消夏避暑去处，公共安
全就能多一分保障。
——赵志疆

微信运动的榜首不靠运
动，而是依靠刷步器就能轻而
易举获得。
“ 鼓励用户积攒运
动步数——进而获取相应的

从真假难辨的朋友
圈到各种天花乱坠的炫
耀，从畅销的刷步神器
到各种造假。当假冒伪
劣充斥我们的生活，当
诚信、认真被功利和戏
谑习惯性淹没，恐怕我
们都难以轻松地解颐一
笑。
——斯涵涵

奖励——最终来带动商品人
气”，记者采访调查发现，这种
营销手段被不少商家青睐，而
这种方式也催生了刷步器的
热卖。
（6 月 25 日《北 京 青 年
报》
）

切莫小看了价格不高的
手机刷步器，每摇一小时就能
增加数千步甚至超过万步的
步数，能量惊人，其广告也非
常吸引人，有的用“专利产品”
当噱头，有的挂上了大学生创
业项目的字样，有的还宣称参
与了公益宝贝计划，可谓是价
廉物美高大上。
刷步神器看上去有不少
“优点”：一是为了获得相应的
福利，不少人使用刷步神器，
弥补生活中无法坚持运动的
缺失。二是步数最多的能够
占领几百人朋友圈的封面，排
名前几的还能收获几十甚至
上百个赞刷出强烈的存在
感。三是大学生们可以借此
完成跑步任务。
事实上，商家如此“慷慨”
地促销目的就是促进连带性
消费，而刷步神器的原理就是

把手机或运动手表绑在一个
电子摇摆装置上，装置摇摆的
动作类似于人在走路的动作，
以此产生运动步数，
“欺骗”手
机中的计步软件或各种计步
产品。说好听点叫做“物理刷
步”，说不好听的就是弄虚作
假。一旦暴露，恐怕成为朋友
圈的笑话。虚假运动数据成
为卖弄、炫耀的门面，成为换
取利益的筹码，好看的销售数
据背后是名利的泛滥以及难
以言表的一地鸡毛。
有人说这是娱乐性商业
项目，不值得过虑。然而，从
真假难辨的朋友圈到各种天
花乱坠的炫耀，从畅销的刷步
神器到各种造假。当假冒伪
劣充斥我们的生活，当诚信、
认真被功利和戏谑习惯性淹
没，恐怕我们都难以轻松地解
颐一笑。

河粉儿热评
1.18 岁的梁朝君今年高
考成绩 641 分！他是邓州市
第一高中 317 班学生，身高
1.51 米的他成骨发育不全，
俗称“瓷娃娃”。高中三年，
他累计休学 9 个月。但他用
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功课
一点儿也没落下。
（详见今日
本报 AⅠ·10 版）
只发壁纸：每次看到这
样的新闻，我总感觉自己是
一个四肢健全的废人。
吉甜儿：坚强的毅力支
撑着他。事实证明，没有做
不到的，只有不想做的。好

样的梁朝君！
小二侃侃侃：孩子，如果
你身体能撑得住，可以考虑
做直播，直播自学的经验等，
或者拍摄短视频。网络这么
发达，
一定能帮到你。
2. 语 文 86 分 ，数 学 99
分，英语 98 分，理综 186 分，
总分 469 分。51 岁的四川仁
寿人梁实查到了他第 22 次高
考的成绩，有些不满意：
“这
算是这么多次高考里分数最
高的一次了，也上了二本线，
但二本学校里好一点的基本
没戏，
多半只有放弃。”

最近老做梦：
把高考当作
一种历练！一般人做不到！
十年一剑 46126176：22
次人生挑战只为证明自己！
钦佩！
3. 20 日，甘肃庆阳，一
女生患抑郁症后从百货大楼
8 层跳下。视频显示，多名围
观 者 在 楼 下 喊“ 怎 么 还 不
跳”，最终女孩跳楼身亡。一
些起哄者及发布视频者已被
拘留，警方目前还在继续摸
排。

爱在梧桐街：在现场围
观起哄，严重干扰警方、消防
等人员的救援行动，涉嫌扰
乱社会公共秩序；发布跳楼
自杀视频，不仅是对死者的
不尊重，也因侵犯他人隐私、
传播血腥场面而构成违法。
念宝宝：拘留起哄跳楼
者，给有类似围观起哄行为
的看客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治教育课，警示他们不要在
他人生命攸关的危急时刻，
再做出一些毫无人性的冷漠
举动，否则，有可能受到相应
惩罚。
（大河客户端 秦园园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