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倡议书》近日在洛阳签署。网友说——

抓源头打七寸 涤荡网络雾霾
□本报记者 张培君

春运开启，火车票牵动人心。尽管今年火车票购票
时间大幅提前，铁路部门和公安机关重拳打击黄牛抢票
倒票，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举措并未使黄牛党销声匿
迹，他们从线下转战线上，接单生意依然红火，部分黄牛
日收入超过千元。（2月 8日《京华时报》）

不可否认，铁路部门为了方便广大旅客积极开动脑
筋，采取措施，优质服务，做了许多努力。可是，我们遗
憾地看到，这些努力大都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黄牛
们采取应对措所抵消，效果打折甚至无效。例如内外勾
结倒票、线下转战线上，用专门抢票软件抢票等，用黄
牛们的话说：“有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在，一般乘客根本
不可能有机会抢到票。”由此可见，本来是深受人们欢
迎的网上购票变成了黄牛们的倒票平台。而真正需要
购票的乘客却只能望票兴叹。笔者认为，改变这种状
况，需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清除“内鬼”和以权谋私。武汉市一位女“黄
牛”表示，虽然大部分车票都在网上销售，但一些大站始
发的直达或快速列车都有一节卧铺车厢是为列车乘务员
预留，一般都有空余铺位不对外销售，但找车站计划室还
是能拿到票，“每张票加价 100元，要是前往成都、重庆等
热门方向，价格还得更高点”。因此建议铁路部门必须对
此加强监管，从源头上杜绝预留票。

其次要与时俱进，及时堵塞各种漏洞。当然，这需要
多部门紧密配合，齐抓共管。例如查处“抢票神器”经营
销售，针对黄牛们使用高科技技术倒票问题采取相应措
施及时应对等。我们看到，作为广大乘客绝不会因要买
一张票去购买“抢票神器”，而使用者肯定是为了倒票。
这种所谓的“抢票神器”实质上就成为黄牛们的作案工
具，有必要禁止经营销售和使用。适当调整当前退票放
票措施，改变当前退票马上重新销售的做法，改为将所有
退票延时集中投放，让网络黄牛无法即退即抢，提高普通
旅客的抢票成功率。再就是要完善相关法规，大力压缩
黄牛们的生存空间，让其没空子可钻他们自然就会洗手
不干。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一场斗智斗勇和猫捉老鼠的
游戏，弄不好就会变成“猫鼠同窝”或“老鼠戏猫”，决不能
满足现状和掉以轻心。

总之一句话，要千方百计营造公正公开的购票环境，
让便民措施真正惠民。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解决购票难 不单是除“黄牛”
□陆敬平

“千辛万苦回到家里，不就是为了和老爹老娘当面唠
唠嗑，享受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吗？如果回家再抱着手机，
那又何必受那春运之苦呢？”2 月 9 日，网友“大智不愚”回
应焦点网谈官方微信“放下手机 用心过年”的倡议，引发
网友纷纷点赞。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youngbeen”：团聚的不仅
是人，更是心。放下手机用心过年，别让手机霸占了和家
人团聚的时间。放下手机，来拥抱身边真实存在的亲人、
爱人吧！一年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事业或学业忙碌，很
少有相聚的时光。呼吁大家过年在一起，别再做低头族，
放下手机，和身边的亲人交流吧！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潘斯特在地球”：山，还是那
座山；路，还是那条路；房，还是那间房。人，虽是那个人，
却是头发更白，脸上堆满了一道道皱纹……一年一聚，不
容易；千里跋涉，只为回家团聚，放下手机吧！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simon7”：世界上最远的距
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你低头
之时，他们的失望萦绕心头，请放下手机，多和父母说说
话，聊聊身边的事，关心关心他们吧。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余音已过”：手机成了最公
开的第三者，已是渗入生活、工作、朋友圈的各种绑架，如
若三四天在网上消失，朋友们就会问上一句“你怎么消失
了，发生了什么”。其实每个人看完这条倡议后，都想放
下手机。可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你在手机与父
母之间选择了手机。代沟、人情使我们沉溺在这掌上方
寸之间。不论怎样，还是去尝试着改变现状吧，说不定困
难就被你克服了呢？

放下手机 用心过年
□本报记者 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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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网络红包成为大家提
前拜年的热门方式。“还没过年，已经
红包满天飞了。你的手机被红包‘刷
屏’了吗？”2 月 8 日，网友“来来回回
走”在大河网大河论坛（bbs.dahe.cn）
发帖，引发热议。

失联多年的朋友
抢红包时出现了

大河网网友“景月水恋”：最近一
周，我的微信里异常热闹。给我发链
接求点赞的、朋友圈求分享的，甚至
有号称直接发福利的，真可谓五花八
门，有的好友我甚至都记不起是谁
了。不过他们目的倒很一致：帮忙把
手机里那个看不见、但确实包含真金
白银的红包做大。十几家大大小小
的电商企业，发起了多轮抢红包游
戏，都让我在朋友的分享中见到了。
如此传播效率，真得感叹一句：科技
的力量是伟大的！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感谢移
动互联网时代，感谢发起网络红包活

动的个人和公司！是他们让我真切地
知道，我那远方的朋友一切安好。五
年没见过的大学同学，十年未联系的
儿时玩伴，居然都在春节前夕神奇地
给我拜年了。当然，是通过手机拜年
的，而且还送来一份小小的红包。这
红包收下，我还得再给别人送出去。
游戏规则如此，我也得跟上潮流是吧？

@好美的人生：躺在多个通讯簿
里，但已“失联”很久的朋友们，元旦
以后纷纷现身。我的手机被他们发
送的大大小小的“红包”刷屏了。只
是，为了红包才匆匆现身的朋友，总
让人感觉有些奇怪。

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
大河网网友“香水百合”：中国人

过春节一直有发红包的习俗，不过去
年手机抢红包一夜走红之后，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红包已经不再是原来的
红包了。红包从现实走向虚拟，从单
纯的人情往来，到如今包含商业、社
交、文化、公益等多元含义。这是时

代进步、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未来
有一天，或许我们不再用微信抢红
包，但是你永远也挡不住人们尝试新
鲜事物的脚步。

大河网网友“旭 rd升”：手机红
包这么火，我们不妨以开放的姿态拥
抱它。19世纪火车刚诞生时，也有很
多人嘲讽那笨重的钢铁巨兽，甚至说

它还没马车快。可如今，您还会拿风
驰电掣的高铁和马车比吗？手机红
包，金额不大，礼轻情义重。大家尽
情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吧！

@水中花：过年领红包，是很多
孩子最兴奋的时刻。如今，这一民俗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有了更广泛的
延伸。网络红包，就是现代科技与传

统民俗完美融合的产物，商业性、娱
乐性、大众参与性兼具。希望这样的
好创意、好策划能在中国频繁涌现。

监管存真空 须防网络诈骗
@昨夜问天：红包这个事情，说

大可大，说小可小，关键是得有人监
管。毕竟是和银行卡绑定的，涉及个
人的金融财产安全和隐私，一定要慎
重，不然肯定出乱子。

@ac98：挺反感的，都是忽悠人
的！现在欺诈满天飞，天上不会掉馅
饼！朋友间发红包还可以，但是商家
的红包要求朋友助力才能领取，能否
领到、又有什么要求就不晓得了。

大河网网友“繁花半里”：移动互
联网支付便利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好
了方便生活，不会用的很容易被坑！
特别是一些不熟悉电子产品的老年人，
以及涉世未深的少年儿童，极易受到网
络诈骗的伤害。对于在线交易，监管应
该比面对面的交易更加严格，这样才能
保证大家玩得放心、开心。

“红包”满天飞 别忽略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黄岱昕

深化行业自律，净化网络空间。2月 6日，中央网信办在洛阳召开网络信息安全工作
经验交流会，全国 50家行业组织和网信企业签署《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倡议书》，共同致力
于网络空间的净化和治理。

从“七条底线”到“微信十条”，再到“账号十条”，中央网信办一次次重拳出击，让广大
网友对于消除“网络雾霾”信心百倍。网友们表示，只要上下一心，共同努力，“让网络空
间清朗起来”的目标指日可待。

网络乱象渐成社会公害

大河网网友“acmddg”：刚 考 个 驾
照，从卖奥迪的到卖奥拓的都给我发短
信；大姐生了孩子，母婴用品广告纷至沓
来；孩子上网时冷不丁弹出个黄色网页，
令人面红耳赤；更有甚者，说我在马尔代
夫刷卡 10 万美金。如此垃圾短信，谁敢
说没收过？就连自己的身份证号，都有
陌生人直接拿着用。这些乱象，难道就
管不住了？

大河网网友“瞬间”：互联网进入中国
二十多年了，人们在享受互联网的便捷、自
由的同时，也日益受到各类谣言信息、淫秽
色情内容、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违法欺诈
等“十大乱象”的侵扰危害，污染网络生态，
侵害公众利益，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已成社会公害，广大网民深恶痛绝，
净化网络空间已经迫在眉睫。

大河网网友“19730607”：网络信息
安全不仅损害了网民的利益,还涉及国家
安全，与国家经济建设、社会持续发展、民
族团结进步紧密相关，净化网络环境刻不
容缓。

@小斐宝贝：刚刚看到一组数据：截
至 2014年 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6.49亿
人，占了中国总人口数一半，手机网民占
86%。在这样庞大的网友力量下，如果任
由网络雾霾肆虐，不及时加以清扫，危害将
不可估量。

从“我”做起
争当文明好网民

大河网网友“舒盈”：近来，中央网信
办一次比一次出重拳了:“七条底线”还没
降温，紧接着就来了“微信十条”、“账号十
条”，从内容到名称都要管。这不，前两天
还专门约谈网易公司负责人，直接点明其
服务存在导向问题。这些行动可谓实实
在在，让不少互联网企业胆战心惊，也让
网友们看到了国家扫除网络雾霾的力量
和决心。

大河网网友“如月蓝颜”：《维护网络信
息安全倡议书》签订，让更多互联网企业懂
得自律，从源头上堵住了不安全信息的传
播，这个行为值得赞一个。现在很多互联
网企业，为了经济利益，置广大网友的利益
于不顾，对一些淫秽色情信息、低俗庸俗信
息不管不问，实在害人不浅。

大河网网友“郁真”：净化网络空间看
似国家大事，其实咱普通人能做的还不
少呢。对于网民来说，端正网络行为，加
强自我约束，抵制违法言行，践行网络安
全，切实从自身做起，推进网络安全。每
个网民都是网络社会的重要组成分子，
就如同肌体的细胞，只要每个细胞都健康
了，那么整个肌体也就自然而然充满了生
机活力。

@小手冰凉：正人先正己，网络不是
法外之地。咱自己首先要不传谣、不信
谣，不在网上骂人，不能因为跟谁有仇就
编人家瞎话发到网上。见到不良信息随
手举报，让网上违法者成过街老鼠，无处
藏身。大家一起努力吧，“让网络空间清
朗起来”就不再遥不可及了。

作 为会议协办方的代表，中
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说，公司成
立了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对网络信
息安全工作统筹领导。针对不法
分子利用地域差异、系统差别、打
时间差逃避封堵等新问题，中国移
动创新提出了不良信息集中治理
模式，全面实现了垃圾短彩信、手
机淫秽色情信息、骚扰电话、手机

恶意软件等不良信息的集中监测、
研判和封堵。

据悉，中国移动月均拦截垃圾
短信8亿条，处置发送垃圾短信违规
号码近400万个，封堵淫秽色情网站
1.2万个，监测处置恶意软件7000余
种，处置诈骗电话号码1300余个，拦
截国际诈骗电话呼叫 3800余次，处
置“响一声”违规号码18万个。

“ 如果全社会
都能认识到网络信
息安全的重要性，并
且行动到位，那么互
联网也将回归本位，
更加健康、有序。”新
华网副总裁罗毅在
接受大河网记者采
访时如是说。

对于像新华网
这种国家级重点新闻网站，罗毅说，认识到
网络信息的安全性，至关重要。要学会讲
故事，通过鲜活生动的故事，普及网络信息
知识，让更多人意识到网络信息安全的重
要性，从而提高信息安全的整体标准。据
罗毅介绍，新华网成立了“超级编辑部”，这
个基于媒体融合角度设立的部门，重构了
信息编辑的业务流程，确保了信息安全，为
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积极努力。

“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网信企业应发挥主体作用，配备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
不能只顾着跑马圈地、占领市场。”2 月 6 日，在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国家网信办
副主任任贤良说。

在新一轮涤荡网络雾霾行动中，网信企业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勇担责任，在社会化治理
中主动作为？会上，记者专访了相关网络企业负责人。

创新不良信息治理模式
——访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

让网络回归健康本位
——访新华网副总裁罗毅

“ 从 现 在 的 情
况看，无论是国外
还是国内，整个互
联网安全形势都比
较严峻。”百度在线
网络技术（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总编辑
赵承说。

作为中国互联
网企业的巨头，百

度公司在会上作出承诺。赵承表示，今后，
百度切实履行责任、坚持“从我做起”，以实
际行动打造行业可信、安全新形象。百度
不仅乐意和业内同行合作，共同构建中国
网络空间的安全环境；还要下更大的功夫，
在信息内容安全和信息服务创新方面走在
安全行业的前列，承担责任、净化环境、维
护公众利益、保障国家安全。

打造安全可信新形象
——访百度总编辑赵承

360 网 站 副 总
编辑徐鉴接受采访
时表示，加强网络信
息安全，不仅需要政
府努力，互联网企业
也要做强做大，成为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
的重要力量。

不少人使用免
费 Wi-Fi 被黑旋风

收拾，个人信息被盗，个人隐私被窃取……
这些只是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

徐鉴建议，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互
联网企业的扶持力度，培养网络安全国家
队。其次，选拔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的机制
要灵活。传统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更多
地倾向于专业和学历的评价，这对网络信
息安全人才，特别是操作型技术人才成长
不利，要对这类人才提供特殊机制。再次，
需要加大网络信息安全知识的普及力度，
提高网民的安全素养，使网民“全民皆兵”，
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培养网络安全国家队
——访奇虎 360副总编辑徐鉴

2月 6日，全国 50家行业组织和网信企业签署《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倡议书》。郭俊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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