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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夏
天必须做足防晒功课。然而，6
月26日，郑州东开往安阳东的
高铁上，一位女乘客在列车卫
生间使用防晒喷雾时触发烟
感探头报警系统，列车因此
急停延误3分钟，后续列车也
陆续受影响晚点。郑州动车
段动车乘务车间安全员程超
领告诉记者，本次烟感探头
报警的原因是女乘客喷防晒
喷雾时产生了大量“烟雾颗
粒”，卫生间内的感烟探头检
测到烟雾浓度“超标”，触发火
灾报警系统。（详细报道见本
报AⅠ·04版）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高铁上
不能抽烟，因为会触发烟雾报
警器导致紧急停车，不过，使用
防晒喷雾导致高铁紧急停车，
这事儿恐怕很多人都没听说
过。因为未曾听闻，所以这件事

迅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多
网络媒体转载这条新闻时，都
使用了这样的标题：“香水太浓
逼停高铁”。据此，不少人纷纷
质疑高铁上的烟雾报警器太过
脆弱和敏感。就现实情况来看，
这显然是一种误读——逼停高
铁的不是香水，而是防晒喷雾。
虽然同属美容护肤品，两者却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液
体，后者是喷雾，而警报装置正
是以烟雾为测定依据。

简单想一想，香水引发烟
雾报警器几无可能。香水充其
量不过是一种易于挥发且具有
气味的液体，如果香水真的能
逼停高铁，那也就意味着异于
寻常的味道是“罪魁祸首”，如
果烟雾报警器脆弱到不堪忍受
任何异味，高铁卫生间恐怕将
永无宁日——烟雾报警器本身

“香臭不分”，如果香气令其无

法承受，臭味同样能令其陷入
瘫痪。倘若如此，高铁岂不是早
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审
视此次“乌龙事件”，不仅提醒
网络媒体应多一些严谨和细致
的调查，也提醒网友多一些理
性和深入的思考。

当然，值得反思的不只是
网络媒体和网友。当多数人对
烟雾报警器的认识还停留在明
火和烟雾容易触发的时候，此
次事件无疑为大家提了一个醒
——真正触发报警装置的，不
是烟雾，而是组成烟雾的颗粒。
相比起防晒霜，防晒喷雾不仅
操作简单，而且不影响妆容，因
此被不少爱美的女士视为“防
晒神器”，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
来喷一喷。关于防晒喷雾，有一
种颇具影响的误传是，在同一
个部位坚持喷14秒效果更好。
不知道这位闯祸的女乘客是否

照此操作，可以确定的是，她的
用量一定不少，否则也不至于
触发警报装置。虚惊一场之后，
相信这位女乘客会对防晒喷雾
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公众
也因此得到了一种常识的普
及。

问题是，普及常识不应总
是以虚惊一场的方式进行。公
众对烟雾报警器缺乏全面了
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烟
雾报警器的原理和参数“养在
深闺人未识”，大家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以防范“烟
雾颗粒”为安全标准，高铁上
需要管控的显然不只是吸烟，
众多喷雾装置也应作出相应
的携带规范与使用提醒。建立
在加强管理、扩大宣传的力度
上，使用者的行为才能更加审
慎，公共安全也将因此更有保
障。

须规范朋友圈投票

“亲，帮我家孩子投个票
吧”“今天继续投哟，一天 3
票哦”……相信不少人在朋
友圈或微信群中都收到过类
似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负
担。近期，浙江省教育厅发
布通知，明确规定凡是涉及
学生（幼儿）个人荣誉的各项
评选活动，原则上不得采用
面向社会的网络投票。这一
规定让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并被建议向全国推广。（6月
28日《法制日报》）

微信朋友圈投票一直很
火，不仅仅是在教育领域，各
级政府机关和相关单位开展
的各种评优评先，如今似乎
都离不开网络投票这一环
节，而这些投票则离不开微
信朋友圈。用微信朋友圈投
票，对于组织投票的单位来
讲，对工作是有一定的好处，
可以增加网民对本单位工作
的关注度，进而对本单位的
工作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再者就是通过网络投票，可
以提升相关部门工作的透明
度，尤其是政府的工作，通过
网络途径广大网民积极参
与，让政府的评比工作更阳
光，更能够打造出评选工作

的公平公正来。因此，微信
朋友圈投票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

然而，随着微信的发展，
这种积极意义的朋友圈投票
已经成了一种交际负担，亲
朋好友同学同事把投票链接
发到朋友圈，发到群里，甚至
单发给你，煽情地求你投上
宝贵的一票或者每天投上宝
贵的一票，你总不能置之不
理。这样的投票“要约”纷至
沓来，也是一种侵扰。投票
往往以关注某公众号、下载
某款APP或提供部分个人信
息、在某平台注册为前提，容
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也容
易带来其他商业信息骚扰，
甚至可能引发安全隐患。但
就评选而言，如此拉票甚至
刷票得来的荣誉，已经失去
了投票的意义。

有鉴于此，规范朋友圈
投票势在必行。浙江省教育
厅针对网络投票活动出台相
关规定，从高校、中小学再到
幼教，全方位规范各种网络
投票活动，可谓先行一步，值
得肯定。各地各部门也应积
极探索，整治网络投票的乱
象，让评优活动回归其正面
本质，并还朋友圈以清静。

要依法整治“阴阳合同”

日前，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
局等联合印发《通知》，要求
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

“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
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
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
康发展。（6月28日《北京青
年报》）

天 价 片 酬 、“ 阴 阳 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在娱乐
圈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已
经成为潜规则。相关职能
部门进行治理也不是一两
次，但事实上，这些潜规则
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这次
治理“阴阳合同”等问题能
否彻底让潜规则消失，这需
要打一个问号。

娱乐圈本应该是一个充
满正能量的地方，一方面给
大家一个好榜样，毕竟吸引
眼球的地方多，另一方面容
易出名，获利也多。但从现
状来看，娱乐圈充斥着太多
的负能量，吸毒、嫖娼时有发
生，而天价片酬、“阴阳合同”
更让人大跌眼镜，进行整治
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我们
应该看到，由于娱乐圈积累
的问题太多，沉渣太多，尽管
是多部门联合，要想彻底让
潜规则消除，却不是件容易
的事。如果仅仅是发发“通
知”，没有强有力的措施配
合，恐怕难以触及根本，甚至
会成为一场整治的形式，问
题没有被清除，却只不过是
换了一种“面具”出现罢了。
可能会更加隐秘，民众更加
难以发现。

无论是天价片酬，还是

“阴阳合同”，这些均触及“底
线”，作为明星，收入已经比
常人高得多了，普通人都会
做到照章纳税，身为众人榜
样的明星竟然偷税逃税，无
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
应该出现这些问题，然而，在
缺乏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在
整治乏力的情形下，明星也
是人，没有多少明星能够独
善其身，能够自始至终保持
正能量。近墨者黑，如果大
家都这么做，且这么做没有
多少风险，如此，还有多少明
星会照章纳税，不搞“阴阳合
同”呢？

对 于 娱 乐 圈 的 天 价 片
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
题的治理，民众拍手称快，但
显然不能止于此，如果仅限
于表面化的整治，如果整治
的次数有限，且时间间隔很
长，如果不深入到内部，如果
不触及潜规则，在整治风过
后则各种问题均可能很快会
卷土重来。

整 治 娱 乐 圈 的 种 种 问
题，首先，需要始终保持高压
状态，不能松松紧紧，不能一
阵风；其次，需要依法整治，
娱乐圈的关系错综复杂，可
能会有权大于法，钱大于法
的现象出现，唯有依法整治
才能减少阻力，才能整治得
彻底；再次，需要将娱乐圈透
明化，引入更多的监督渠道；
最后，要有“黑名单”，对于犯
有问题甚至违法的明星不能
再踏入娱乐圈。如此，才能
真正消除娱乐圈的潜规则，
让娱乐圈变得清明，从而充
满正能量。

●6月28日，郑州最
高气温达35℃。不少市
民选择在地下人行通道
或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纳
凉。

王保赢：只要不影响
通行，不添麻烦，在那儿
纳凉没意见！防中暑，减
少中暑事件！

傲雪红梅123：凡是
选择在这种地方纳凉的
人，也许家里没有空调，
也许打工在外没有家，也
许家里有空调舍不得开，
也许……对他们应该多
一些同情和理解。

●5月初，记者曾就
郑州“省医周边”停车费
乱象进行报道：政府定价
4元每次的停车费，收费
人员普遍按照半天 20
元，一天40元来收。然
而这一区域在整顿后，又
开始乱收费了……

白 de 衣：网络收费
吧！定制一个市政专属
收费二维码，统一标准。
收费人员出示二维码，扫
码缴费。不收现金，避免
乱象。

看看又看看：哪有什
么难啃的骨头，只有不硬
的拳头。

（大河客户端 秦园
园 实习生 王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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