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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霞
5 岁儿童看了动画片中的马桶饮料，
也拿杯子在自家马桶舀水喝；暴力、犯罪
元素，
在动画片中有涉及……江苏省消保
委日前发布的《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
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显示，21 部动画片
共梳理出 1465 个问题点；8 成家长支持进
一步严格把控放映尺度。江苏省消保委
呼吁出台动画分级制度，
下一步将依法约
谈涉及的动画经营相关方，
对拒不整改的
企业，
将考虑通过公益诉讼等手段坚决维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1 部常见的动画片竟然查出 1465 个
问题点，
且涉及到用语、
剧情、
动作、
画面、
场景等多个方面，
严重危害着未成年人成
长安全。动画片是孩子们的
“精神食粮”
，
特别是低幼龄儿童，
几乎每天都要观看动
画片，
而一旦他们模仿人物造型、
动作、
语
言、
情节等，
很可能会产生不良行为，
甚至
造成死伤的严重后果。动画片所暴露出
的问题点不容忽视，
应对问题内容进行全
面整改，并尽快出台动画分级制，让孩子
们放心观看动画片。
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动画片是小
孩子看的东西，
适合所有年龄层的未成年
人，不具有危害性，对其内容缺乏仔细辨
析。可事实上，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动
画片早已变得多元化，不仅种类非常广
泛，而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不
同的作品。低龄和大龄儿童的动画片，
比
如《天线宝宝》和《熊出没》，
就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
需要选择性收看。还有一些针对
成年人的动画片，里面掺杂了凶杀、爱情
等情节，
就更加不适合未成年人了。
我国动画片尚未分级，
家长没有选择
依据，对内容也不了解，往往会凭感觉或
口碑，
给孩子播放各种动画片。这就埋下
了隐患，造成孩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潜移默化地接收一些不良内容，
影响孩子
的心理健康成长。比如，
暗黑元素符合未
成年人猎奇、好奇的心理，在不加以引导
提示的情况下，很可能助长青少年焦虑、
压抑的情绪，
甚至对于暴力行为产生认知
偏差。
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尚未成熟，缺乏
辨识力、自控力，很容易模仿动画片中的
内容，而一旦未成年人不慎模仿动画片
中的暴力、犯罪行为，很可能酿成惨剧。
例如，学《喜羊羊》把小伙伴绑在树上烧
成重伤、模仿“光头强”刀锯妹妹鼻子、撑
着伞从 11 楼跳下摔成重伤……这样的事
例不胜枚举。
动画片并非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
已然成为社会共识。监管部门应有所作
为，针对调查暴露出的问题点，进行全面
彻底的整改，并尽快推出动画分级制，按
照年龄和内容区别对待，让孩子各有所
选，让动画片实现分层观看，真正消除孩
子成长中的安全隐患。

小风筝须防
大隐患
刘奂明
4 月6 日贵报评论《谨防
“小风筝”
惹出
大事故》，
对每一个喜爱放风筝的人来说都
是善意的提醒。
春回大地东风送暖，正是放飞风筝
的大好时节。五彩斑斓形态各异的风筝
漫天飞舞，点缀了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
神州大地到处春意盎然生机勃勃。记得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在手工课上按
老师指点制作了一只非常漂亮的风筝，
当它随风起飞展翅翱翔，心里那可是美
滋滋。
放风筝虽能带来诸多乐趣，
但由此产
生的隐患也不容忽视。人们不时会发现，
少数断线的风筝会不慎挂在架空电线、
树
梢等处，
让人揪心。风筝一旦不慎挂在不
该挂的地方，
就会造成重大隐患，
直接危及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近年来，
因风筝不慎搭挂铁路电力线
路导线以致部分列车晚点事件屡禁不止，
一再给公众敲响警钟。不管是谁，
如果在
禁放区域违禁放风筝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不但自身安全面临巨大危险，
还将面临被
依法严惩的风险。
平心而论，
有些人不分场合不计后果
随心所欲放风筝，
并非存心以身试法，
更多
是由于自身欠缺相关的安全知识和法律
常识。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
同时强化日常巡逻，
及时摘掉搭挂在电线、
树梢等处的风筝，
排除险情，
千方百计从源
头消除隐患。
放风筝看似简单，却大有学问，既要
掌握一定的技巧，更要熟知相关政策法
令，
绝非可以不分场合想到哪儿放就到哪
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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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问题点太多
用分级制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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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民族复兴法治基石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
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作
出全面部署。司法部有关负
责人认为，制定出台《意见》，
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新发展阶段全民
普法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中办、国
办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建设的意见》，旨在切实提高全民族
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着力建设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全面
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
神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
实法治基础。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
一场深刻革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努力把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
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和长
久的约束力。就是要让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培育和发展与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相适应的法治文化价值体系。
中，大力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
动我国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具有
全 局 性 、先 导 性 、基 础 性 、决 定 性 的 作
用。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以宪
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等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夯实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
基础。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法治建设的重
要成果仍然集中在制度层面，尚未充分深
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之中。唯有实
现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与法治观
念的结合，才能够将法治精神、思维渗入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只有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全社会
崇尚法治、信仰法治的良好风尚，才能夯
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基石。
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是让全社会树
立起法治观念、法治信仰。如先哲所言，
“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
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
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全面依法治国
不仅需要完善法律制度，而且需要建设
法治文化，让法治信仰、法治意识、法治
观念、法治思维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来。
从现实来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
在；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
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

跨越“免疫鸿沟”的中国担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 疫苗公
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
考验”。面对这种考验，一个负责任大国
应该交上怎样的答卷？随着中国交付和
援助的新冠疫苗在中东各国陆续接种，中
东地区民众纷纷竖起大拇指，表达对中国
疫苗的信心与感谢。
在全球疫情依旧不容乐观的当下，疫
苗显然已经成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的重
要武器。在许多中东国家，居高不下的疫
情数据、薄弱的医疗体系、严峻的经济形
势，使当地对于疫苗的需求格外迫切。然
而，即便是那些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平稳的
中东国家，获取疫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至于那些深陷冲突战乱或惨遭西方制裁
打压、连普通药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都成
问题的国家，
获取疫苗更成
“奢望”
。
在中东各国对疫苗深切渴望的时候，
一些多年来习惯于在该地区指手画脚、到

处刷存在感的西方大国，此时却表现得格
外“冷静”。一些拥有很强疫苗研发和生
产能力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积极向困难
国家伸出援手，还通过囤积疫苗和出口管
制，人为地制造“免疫鸿沟”。数据显示，
占世界人口 16%的富裕国家拥有全球 60%
的疫苗，某些发达国家的订购量是其人口
的两到三倍。
困境之下，许多中东国家纷纷把目光
投向东方，中国的担当作为赢得了中东人
民广泛赞誉。早在 2020 年 6 月，中国就同
阿联酋合作开展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
三期国际临床试验，随后巴林、土耳其、摩
洛哥等国也纷纷加入这场与病毒赛跑的
试验。如今，中国疫苗陆续运抵中东 10
多个国家，
成为阻遏疫情的重要力量。
中国不仅努力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
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还通过向那些处境
艰难的国家援助疫苗履行国际道义。中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制权威；从普通公民到公职人员再到领
导干部，一些人的宪法意识、法治意识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有鉴于此，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
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已经开
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
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加需要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氛围。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
要努力把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意识、
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
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形成广泛的影
响力和长久的约束力。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
要让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
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培育
和发展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相适应的法治文化价值体系。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
要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促进全社会尊法、护法、守法、用法，使走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
众的内心信念和追求目标。

新华社记者

国援助的疫苗，成为巴勒斯坦当时一次性
收到的数量最多的疫苗援助，也让伊拉克
顺利启动了全国疫苗接种计划，更让埃及
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德感叹：这
是
“性命攸关时刻的雪中送炭”
！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全球抗疫的艰
难时世，让世界人民看清了，是谁在国际
社会制造混乱时总是“敢为人先”，是谁在
干涉他国内政时一直乐此不疲，又是谁在
需要体现国际道义和责任担当时退避三
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不
管是分享抗击疫情经验，还是开展疫苗研
发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分配，无不体现了
对生命健康的最大尊重、对人权的最大维
护。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的务实行动，赢
得了中东各国和世界人民的认可。国际
民意调查机构“阿拉伯晴雨表”近期发布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与美国相比，阿拉
伯国家民众更喜欢中国。该机构认为，中
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帮助中东
北非地区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在该地区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中东的抗疫合作，是全球抗疫
背景下中国担当的一个缩影。中方早就
明确宣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
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
国贡献。中方言必信，行必果，目前已经
并正向 80 多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提供
疫苗援助，同时向 40 多个国家出口疫苗，
还在同 10 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
合作。
摒弃“疫苗民族主义”，携手跨越“免
疫鸿沟”。中国积极作为，彰显了一个负
责任大国的道义坚守和使命担当，深刻诠
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

“三星堆”商标遭抢注 维权不妨学故宫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座
祭祀坑后，多个与“三星堆”相关的商标被
申请注册，目前商标状态多为“申请中”。
三星堆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4 月 6 日告诉记
者，虽已经做了商标保护工作，但“防不胜
防”。发现多家公司申请“三星堆”相关商
标后，他们向商标管理部门提出很多异
议。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对文化品
牌的商标管理工作。
“三星堆”并非首次遭到商标抢注。
早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刚发掘时，很多商
家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竞相申请“三星
堆”相关商标。最近，金面具残片、巨青铜
面具、青铜神树等考古新发现，让三星堆
火出圈，引来又一轮抢注浪潮。中国商标
网显示，
截至 3 月 24 日，
共有 313 件三星堆
相关商标的申请注册信息，其中 87 件由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申请注册，最早的
一件是四川省广汉市宏南棉纺织有限责
任公司于 1991 年 7 月 8 日提交注册申请，
目前为已注册状态。
据介绍，三星堆博物馆几年前已经开
始做“三星堆”商标保护工作，但是因涉及
文字、图形等方方面面，使该商标的保护
陷入了“防不胜防”的境地。对于商标保
护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将某个商标下
45 个类别全部注册，不给他人可乘之机。
不过，
这样做成本太高，
如果商标注册后 3
年内没有使用，就有可能被撤销。三星堆
博物馆工作人员坦言，
“商标注册种类太
多，我们博物馆是无法注册三星堆相关
商标的全门类的。
”
面对“三星堆”商标遭抢注，最现实的
方法就是运用法律维权。
《商标法》第三十

二条规定，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
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
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
作为三星堆遗址的管理部门，三星堆博物
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以依法
主张在先权利，维护“三星堆”品牌。对于
初步审定公告的申请注册商标，三星堆博
物馆可以在公告期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由
其做出不予注册决定。对于已经注册的商
标，
可以在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
请求商
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从长远看，更有效的办法是请求驰名
商标保护。
《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
“就不
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
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
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
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

一些互联网医院开发出送药到家模式，
“神医”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将促销药品
甚至假药送给患者。
“ 神医”从互联网诊
疗上吸取养分，不仅行骗更加方便，而且
非法获利更多。
由此看来，在制定互联网诊疗规则
时，要筑牢对“神医”的阻截堤坝。特别是

要加强对医生的身份认证，无论来自哪个
互联网平台的账号，只要以医生的名义发
布信息，都应该通过身份认证。并且，要
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强化内容审核，既要确
保正规医生能够在网上开展诊疗，更要避
免
“神医”
冒充医生发布信息。
阻截线上“神医”，亟需补齐互联网诊

张淳艺

册并禁止使用。”也就是说，商标被认定为
驰名商标后，就可以实现跨类别保护，从
其注册类别的商品，扩大到其他类别的商
品，
从而最大限度保障商标权利。
故宫就是一个成功例子。早在 2016
年，故宫博物院持有的“故宫”
“紫禁城”就
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成为我国
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首例旅游类驰名商
标。近年来，随着故宫成为超级大 IP，一
些企业想借机“蹭热点”，争相抢注“故宫
传奇”
“故宫营造”
“故宫皇妃”等与“故宫”
沾亲带故的商标。但业内人士表示，由于
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商标已被认定为驰
名商标，这些非故宫博物院申请的类似商
标最终不大可能被审核注册。
在保护商标权方面，三星堆博物馆等
文博单位不妨多向故宫学习。

警惕“神医”成为互联网诊疗的寄生毒草
“神医”另辟蹊径，又开始修仙作妖
了。
“我们这个药功效强大，3 个月保证治
好你的难言之隐。”
“从曾祖父开始，我们
一家几代专治这个病……”你肯定想不
到，在微信那端与你侃侃而谈的“老中医”
“老专家”，其实是拿着“剧本”的骗子。据
央视报道，这些“神医”利用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广撒网，通过添加好友的方式，引流
有需求的人掉入陷阱。
“神医”附身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不是
简单的马甲更换，
而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手段
更新。这是因为，
互联网不仅更适合于
“神
医”
隐身，
而且互联网诊疗的很多做法也容
易被
“神医”
模仿。这些因素决定了
“神医”
很容易成为互联网诊疗的寄生毒草。
互联网诊疗方便了患者问诊。正规
的线上医生经一番问诊后，需要为患者提
供建议，告诉他们到哪里做检查、做什么
检查、买什么药。
“神医”利用互联网诊疗
中医患不必见面的特点，忽悠患者，也是
提出类似建议，一样的做法，且都是在网
上进行，
让患者很难分清真假医生。
此外，各地创新开发的互联网诊疗
模式，
“神医”也可以照搬照学。比如，互
联网诊疗要求依托实体医疗机构，
“神
医”就利用这一点，将患者诱导到他们服
务的实体医疗机构就诊；为了方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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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一些短板。比如，互联网诊疗有时会
出现“同病不同诊”现象，不同的医生根据
个人经验判断，难免出现不同的观点、得
出不同的诊疗，有医生为了让语言更接地
气，还使用了非规范语言。既然如此，
“神
医”诊断出错或者说出“外行话”，就更加
不易被识破。因此，提升互联网诊疗水
平、规范诊疗流程和语言势在必行。互联
网诊疗多以“话聊”为主，但“神医”擅长话
术，如果只听其言，
“神医”很容易以假乱
真。所以，互联网诊疗不能止于“话聊”，
要加速与实体医疗机构的融合，盘活更多
的医疗资源，提供更丰富的医疗服务，比
如药品配送、
就医诊后管理等。
当前，互联网诊疗迅猛发展，网上“神
医”也蠢蠢欲动，并且随着互联网诊疗的
快速普及，网上“神医”也进入了一个活跃
期。因此，在推进互联网诊疗时，尤需拔
除线上“神医”这根寄生毒草，避免“神医”
成为更难治理的顽疾，给尚在成长中的互
联网诊疗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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