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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事实

政府统计数据造假负责人将被约谈。网友称

统计数据保真要靠法律
□本报记者 王 佳

防艾需培养青少年的性道德
□孙华峰

广播电视将与随意篡改、乱用成语及网络仿造成语等现象说再见，网友力挺

乱改成语，成何体统？
□本报记者 贺心群

大河网 12 月 1 日报道，青年小Ａ在石家庄某医院拿到
HIV 检测结果后，号啕大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感染
艾滋病，他是一名男同性恋，除了固定伴儿以外，与陌生的
性伴发生关系时都会使用安全套。

昨天是第 27个世界艾滋病日。很多人认为，艾滋病离
自己很远，事实上，它正在慢慢侵蚀着人们的生活。目前，
青年学生已经成为艾滋病毒感染高发人群，最小感染者只
有 14 岁，而网络交友成为这部分人群感染病毒的主要推
手。在校园里加强性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性道德，已经刻不
容缓。

究其原因，在青少年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成熟的关
键时期，性教育缺位了。多年以前，人们就呼吁在校园里对
青少年加强性教育，这种干预措施收效甚微。每周一节的
生理卫生课，大多是老师照本宣科了事，师生间决不公开讨
论性话题，而且迫于升学压力，有些学校甚至连每周一节的
生理卫生课亦保证不了。至于家长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想
想容易开口难，有几个家长能和孩子坐在一起探讨过？

在青少年中预防艾滋病，亟须加强培养性道德。性道
德是指调节人类性行为的道德规范，道德是约束人们行为
的内在力量。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很多青少年了解性知识
的途径多是从网络上获知，AV、“出柜”、“同性婚礼”、“耽
美”等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导致大家的性取向扭曲，性道德
沦陷。从新闻中的小Ａ身上不难看出，他有很多性伴侣，缺
少对性禁忌的敬畏，不懂得洁身自好。因此，要教育青少
年，忠贞于伴侣不是迂腐，而是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同时
要净化网络，纠正其性取向出现的偏颇。

青年学生成为艾滋病毒感染高发人群值得警惕，需要
调动政府、社会、学校、家长的共同力量，为青少年构建起强
大的安全防护网，才能使艾滋病停下其入侵校园的步伐。
其核心，应是从小就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加强培养青少年的
性道德。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评

专家点评

@逝风丶忧悟：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成语和
谚语都是有寓意的。成语和所谓的“减缩词”具
有明显的不同，过去的成语中有哪个像“人艰不
拆”、“十动然拒”这种，把一句话抽出几个字就
组成了？我不认为这样的词语有实用性和文化
性，这只是网络中人们休闲娱乐的产物，根本无
法上升到成语和文化的高度。

@爱小猪猪的猪：有人说古人都能造成语，
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我告诉你，古人造出来的
词语、成语都是经典，有理有意，言简意赅。现
在的这些网络用语粗制滥造，胡拼乱凑，词不达
意，甚至歌词都能微缩成词语。这不是造词，这
是毁坏汉语言！

@公子无双_75549：乱 改 成 语 ，成 何 体
统？如果千百年后中国人的文化蕴藏就是雷
人、低俗、不知所谓，那么试想一下，中国在外国
人眼里会是什么样呢？

@心海任遨遊：古人用词遣字，有其形音义
的精确描绘。那是古德智慧的结晶，更是汉人文
化的骨髓。如果现代人一味随性配套，只剩其
音，失去其义形，几代以后华夏子孙将失源头，成
为无根的新兴文化。身为炎黄，岂不汗颜？

“我非常支持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的做法。只有出台更多这
样的规定，才能让汉语言更加规范
化。”针对网友们的争议，河南大学
文学院文字学教授魏清源 11月 30
日接受采访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
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
方面往往有自身的特性，每个成
语都由一个相关人物故事或者典
故浓缩而成，是一种约定俗成，甚
至其中的每个字都有其来历。成
语的意思精辟，往往隐含于字面
意义之中，绝不是所含汉字意义
的简单相加。而且它结构紧密，
一般不能任意变动词序，抽换或
增减其中的成分。

“现在人们乱用成语、篡改成
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有些
店铺的门牌，都用一些与大家熟悉
的成语谐音的字。我对此强烈反
对。”他说，从应用来看，这种做法

破坏了汉语言的规范化，破坏了原
有词的词形，让人们产生混乱感
觉，同时也破坏了其社会性。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做法维护了
汉语言的纯洁和规范化，我们都应
该支持。“我们可以创造新的成语，
但不能破坏原有的成语！”

“网络上那些流行的所谓‘网
络成语’，只能看作是网友之间相
互娱乐的一种形式，是对成语定义
的歪曲。”他认为，现在每年都有很
多网络热词，但只有极少一部分被
字典采用，其中有很多都逐渐被人
们忘记了。“我们对这些词不必大
惊小怪。每个人都有用的自由，但
也可以不用，大家不必强求。这些
词也不会融入大众语言的。”

他同时表示，经济社会的发
展更需要我们规范汉语或一切词
语，正确地运用成语，用原来的字
词意思，这样才能规范、传承和弘
扬汉语言。

“坚守”派：
这不是造词，是毁坏汉语言 创造可以有，但不能破坏原有成语

扫描二维码关注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

网聚观点

点击事实：“最近下班回家跟家人交流越
来越少，吃完饭就想拿着手机或平板电脑安静
地看电视剧、刷微博，周末也不愿意和朋友出去
聚会。交际圈越来越小，和亲友的沟通太少，感
觉关系疏远了。我该怎么办？”11月 30日，网友

“g大调的惊喜”在大河论坛的求助帖引起了很
多人的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说，上班时侃侃而
谈，下班后沉默寡言，无心关注生活细节，对生
活失去热情，这是典型的“下班沉默症”。

“下班沉默症”害己且易伤人
大河网网友“沧然回眸”：因为工作性质，我

上班的时候要说很多话，同事们都觉得我性格
开朗好沟通，可是下班回家后整个人都觉得很
无聊，做事情也无精打采的，感觉糟透了。

大河网网友“素衣轻语”：我好像也患了
“下班沉默症”。我在单位面对同事口若悬河、
谈吐得体。一进家门，就像变了一个人，面对
家人懒言少语、不拘小节，甚至敏感易怒，沉默
不语。都说沉默是金，如今沉默也成了问题。

大河网网友“洛阳飞雪”：一天上班 8小时，
除去休息、吃饭的零碎时间，真正能和家人聊
天，和朋友交心的时间其实非常少。而“下班
沉默症”导致亲友间的情感交流更少，可能会
在亲友间产生隔阂，也会让关心自己的人受到
伤害，甚至会影响家庭和睦。

放下手机多沟通，远离交际“怪圈”
大河网网友“郁真”：“下班沉默症”如果长

期持续，难免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很多人把
工作和业余生活混为一谈。其实，工作之余应
该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放下工作压力，
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修正和放松。如果人们能
够利用业余时间专注于自己的爱好，那么在
精神愉悦中就可以有效避免“下班沉默症”的
发生。

@溥贵：上一天班的确很累，但是与家人聊
天、参加聚会都是转移注意力、缓解工作压力的
好方式。要想克服一种负面情绪，首先就要学
会接纳它，制定好具体计划，慢慢克服就是了。

@ADHA：沉默可以，但是沉浸于手机、网
络而失去了与亲人和朋友交流的时间却不可
取。放下手机，与亲近的人交流，说着轻松的
话题，即使聊一些疲惫的事，也许说出来就可
以释怀呢？放下手机，做心灵的倾诉者与倾
听者吧！

专家支招

及时转换角色，充实业余生活是上策
12月1日，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

心理系副教授魏曙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班沉
默症”是因为当前社会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长期
处于较高工作压力会让人们产生情感耗竭。另外，
手机和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模式，很多人热衷
于虚拟社交网络，却忽视了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他建议这类人群要学会提醒自己转换角色，
在工作之余把时间留给家人和朋友，享受天伦之
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聊天，这种真实的社交圈
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快乐是手机和网络远不能提
供的。他说：“读书可以丰富精神世界，运动可以
释放压力，通过培养兴趣爱好也能够丰富自己的
生活，主动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选择对自己真
正有效的解压方法，才能远离‘下班沉默症’。”

“早就该这样了，恶搞文字也
是有底线的。成语都是有典故有
来头的，每个成语都是一个故事，
一种精神，篡改后还算什么？”11
月 30日，网友“@杨弥帆同学”这
样微博留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
发《通知》指出，一些节目和广告

随意篡改、乱用成语，如把“尽善
尽美”改为“晋善晋美”。要求各
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不得使用
或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
形式生造的词语，如“十动然拒”、

“人艰不拆”等。该做法引发网友
激烈争论，焦点网谈记者就此采
访了相关专家进行点评。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四川作了关于《河南省统计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简称《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修改情况
的报告。根据《条例（修订草案）》，今后如果发现弄虚作假
等统计违法行为，省辖市人民政府将有权约谈下级政府统
计机构主要负责人，问题涉及范围广或者情节严重的，还
可以约谈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12月 1日，焦点网谈官方
微信转发了这一消息，引发网友关注和支持。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Acon阿空”：太好了。我是国
企员工，每年要向国资委报数据。据我所知，各方面经济
统计数据有一些不真实，有的是为数据好看，有意作假，有
的则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敷衍上级，而上级又敷
衍他的上级。这样得来的官方数据有几分价值？应该完
善制度堵漏洞！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喃喃自语”：光靠统计制度的
完善和统计技术的改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统计数据失真的
难题。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形象地说明了其中的一
些症结。改变行政权力对统计的干预，还需要加大统计执法
力度，严惩肆意弄虚作假或强迫企业作假的相关行政人员。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悖论思维”：如果 GDP统计数
据与你的业绩和职位升迁联系紧密，你该如何？所以，导致
中国经济畸形发展就是假数据惹的祸，作假比贪腐的危害更
大，只有在造假行为入罪之后，经济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南
京张师爷”： 建 议 推 行 网 上 自
主申报统计数据，即由提交统
计数据的义务单位网上申报，
由统计行政部门按一定比例抽
查，凡数据作假的，重罚。这样
是否可以减少统计单位和统计
行政部门的工作量，并提高统
计效率？

@鸿鹄飞不过瀚海：禁 得
好！千年文化被搅得不伦不类
了！看到“不约而同”（网络新意：
因太久没有被异性约而变成同性
恋的简称）差点没反应过来，误导
大众。有特点的场合用有特点的
词语，网络用词还是不要出现在
电视等公共媒体上面了。

@浩笑的好嗨：不能为了达
到某种宣传，提升收视率或者增
强娱乐效果，而颠覆这些成语的本
意，要知道电视节目在百姓或者小
朋友心中是有导向作用的，曲解成
语给社会、给学生甚至给中国文化
都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听阿离讲故事：在电视上
播放本来就不靠谱。网络语言本
来就不能代替日常生活中的词
儿，那么多小朋友看电视，这样继
续下去，成语会被误解的，小朋友
全都学错了，以后连基本正确的成
语都不会用了，那时候大家又出来
骂当初是什么让他们丢掉了老祖
宗留下的东西。再说了，这也不利
于传播机构发挥原本的作用。

@Xi-李晓曦-YoHoO：现在
不少小孩对母语的掌握就不太好，
从小受这种网络流行语的洗脑，对
于经典词语的运用会越来越弱。
恶搞词语真该好好管理了。

@骨朵肖肖：老一辈听不懂
网络用语可以理解，但是不能阻
碍时代的发展啊。等我们老的时
候，这些网络用语估计都是“谚
语”了。如果古代也这样，现代就
没有成语了！

@武锋紫剑：中国传统文化
是千百年来不同时代的人一点点
创造积累来的！如何能确定现在
新创造使用的新词千百年后不会
成为后人的传统文化呢？文化要
向前发展，要创新，要融合，而不
是守旧。

@MacGuffins：语言文字的

改变本身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演
进过程。现在很多成语和词语都
是古人根据某些典故简化而来，但
绝不止现存的这么多，说明语言在
传播的过程中有自身的过滤功能。

@KYLE-YJH：人与人之间
能够顺利进行交流的前提是共
同认可的语言体系。这就内在
地要求这个语言体系要有一定
的稳定性，否则会让人们无所适
从。如果这个语言体系不能适
应社会的变化和新的需要，就会
显得捉襟见肘了。所以说，适度
地创造新词是必要的。

“挺禁”派：
禁得好！千年文化被搅得不伦不类

“创新”派：
如果古代也这样，现代就没有成语了

上班侃侃而谈，下班沉默寡言。网友建议

充实业余生活，远离“下班沉默症”
□本报记者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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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涧西区工农办：“小食堂”带来了“大变化”
为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积极探索落实厉行节约的新
路子，洛阳市涧西区工农办今年 5月份
以来，建立了机关廉政食堂，推行了公
务接待一律在廉政食堂制度，取得良
好效果。一是加强制度规范。制定并
落实了一系列食堂管理制度，从工作
人员管理到食品采购、就餐纪律、接待
标准及范围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二

是保证饭菜质量。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每顿午餐荤素搭配，科学营
养。三是严格食堂管理。由办事处直
接管理，坚持厉行节约、经济实惠的原
则。工农办廉政食堂运行以来，三公
经费明显降低，增强了党员干部廉洁
自律意识，搭建了廉洁、务实的公务接
待平台，有力推进了工农办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 （闫凯）

开封通许县检察院帮助村官预防职务犯罪
近年来，开封通许县检察查办了

多起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便利
贪污、骗取、挪用国家资金的案件，为
防止进入“只打不防，越打越忙”怪圈，
该院预防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预
防“村官”职务犯罪。一、开展涉农领
域 专 项 预 防 调 查 ，斩 断 犯 罪 后 路 。
2012 年来，通过开展专项调查发现并
移交案件线索 4 件，自侦部门立案侦

查 3 件 13 人。二、深入农村开展法制
宣传，强化对“村官”的警示教育，提高
群众的法律意识。三、对发案单位和
主管部门下发检察建议，直击管理漏
洞和弊端，并做好检察建议的跟踪回
访和效果评估工作，监督发案部门整
改落实。四、撰写专题报告和年度报
告提交党委、人大、政府，将预防成果
转化为政府决策。 （刘国春 郎亚丽）

为进一步为民
办实事、办好事，开
封市祥符区陈留镇
采取“三个抓”来提
升为民服务能力。
一是抓服务。对于
群众申请办理的事
项，按照程序最简、
时限最短、效率最
高、服务最优原则，
限 时 结 办 。 二 是
抓民情。要求镇中
层以上干部每周下
村 不 得 少 于 2 次 ，
走访群众不得低于
30 户，做到村情民
情尽在心中。三是
抓民意。干部职工
及村组干部每月定
期到村民家中倾听
意见，及时掌握他
们的所想所需，划
分一对一责任帮扶
区，切实打通为民
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 （张众魁）

今年以来，开封市祥符区仇楼镇
为提振镇村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采
取健全三个机制的做法，以促进镇村
干部作风转变。一是健全效能建设
机制。以加强镇村干部管理，落实效
能建设制度及镇村管理各项制度为
切入点，严格干部队伍管理。二是健

全工作责任落实机制。把年度工作
重点、工作任务逐月分解到各村，完
善考核方案，签订完成任务承诺书。
三是健全督办和考评机制。把定期
的督察变为日常考核与年终考评相
结合，以日常考核为主，重视重奖重
罚。 （代青峰）

近日，卫辉市检察院立足检察职
能，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挥警示教育
功能，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该院预防局在自身开展党群路线
教育活动之际，积极为其他单位或乡镇
提供学习环境。一、紧扣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主题，开展反渎职侵权教
育。该院预防局紧扣党的群众路线活
动主题，选取了适合本市各行各业、各
个阶层的主题——“反渎职侵权”。通
过剖析这些反面典型，警示广大党员干
部，反观自己在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
的不足，强化廉洁意识，进一步增强拒
腐防变、廉洁自律的能力。二、丰富警
示教育基础参观内容，扩充教育活动载

体。精心选取“四害之风”、“贪官忏悔
录”等视频材料，制作适合不同行业、乡
镇农村基层干部的“20分钟廉政短片”，
根据不同受众选择播放。在此基础上
还新增了“承诺留言台”鼓励参观者在
参观结束后，在承诺书上签下自己的承
诺。三、满足参观单位需求，有序组织
开展活动。此次全市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参观单位众多，时
间较为集中，对警示教育基地接待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该院合理安
排时间，采取预约参观的方式，由参观
单位提前预约，对于 100人以上的单位
进行分组，保证参观安全和警示教育效
果。 （董水华 周红伟）

卫辉检察院充分发挥警示教育基地功能

开封仇楼镇健全三个机制促进干部作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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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塞纳 3456CC 多

功能乘用车货物进口证明书

壹份，流水号：XIX3148508，
车 架 号 ： 5TD⁃
DK3DC1ES072377，发 动 机

号 ：2GR7335082，因 保 管 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王红强郑房权证高开

字第 GX20090293 号房屋所

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如

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

发。

▲许昌大成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资质证书

（编 号 ：A1014041100201-6/
2）丢失，声明作废。

▲王润荣，济源职业技

术学院会计电算化专业专科

毕业证书丢失，证书编号：

127681201006001497 号 ，声

明作废。

▲李静静不慎遗失石家

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管

理与实务（邮政金融方向）专

业 毕 业 证 ， 证 号 ：

133971200906001610，声 明

作废。

▲王寒冰，河南大学汉

语言文学（基础科段）专科自

考 毕 业 证 丢 失 ，证 书 号 ：

66410701023043852，声明作

废。

遗 失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