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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横
近日，成都 49 中学高二学生林某某
坠亡，引发公众关注。5 月 11 日晚，成都
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发布警方通报称，
经
现场勘验、
走访调查、
调阅监控、
电子数据
勘验，
提取书证、
尸体检验，
认定林某某系
高坠死亡，排除刑事案件。5 月 11 日下
午，
公安机关已依法将调查结论告知林某
某家属，
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
这份通报给出了明确的结论，逝者
家属对结论也无异议，应当能够让舆情
平息下来。由于此事已经成为备受关注
的公共事件，警方的通报应当在尊重逝
者和家属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针对此前
逝者家属和网友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疑释
惑，才能更好地回应公众的关切，更有效
地平息舆情。
此前逝者家属和网友提出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为何学生坠亡两个小
时后，学校才通知家长？为何学校最初
拒绝家长入校，拒绝提供监控视频？后
来家长获准看视频时，发现关键部分缺
失？这些疑问，在警方通报中尚不能找
到明确的答案。
在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已发生深刻
变化的今天，舆情回应既要讲“时效”，也
要讲“实效”；既要告诉公众“是什么”，也
要尽可能说清“为什么”，即重在解疑释
惑、
定分止争等方面下工夫。
2016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
情回应的通知》，要求提高政务舆情回应
实效，
“回应内容应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
热点和关键问题，
实事求是、
言之有据、
有
的放矢，
避免自说自话，
力求表达准确、
亲
切、
自然”
。
公众不仅期待真相尽快出炉，
也期待
真相以看得见的方式出炉。回应社会关
切，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二者缺一不
可，
甚至后者更重要。针对逝者家属和网
友提出的问题，
相关部门不妨公布完整的
原始监控和相关信息，
以澄清各种不实的
猜测和传言。
悲剧的发生令人扼腕叹息，给各方
面都留下很多值得警惕、深思的问题。
当务之急的是做好善后工作，包括做好
信息发布回应公众关切，别让悲剧引发
“次生灾害”。

气象预警为何
叫不停高空作业

普查数据揭示人口形势总体向好
今日社评

通报高中生坠亡
应重在解疑释惑

5 月 11 日 ，国 家 统 计 局
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
要数据情况。与 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
增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0.53% ，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
长 率 0.57% 下 降 0.04 个 百 分
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 10
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相关报道
见 A3-A5 版）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2010 年完成，
如今 10 年时间过去了，经济社会发展日
新月异，我国最新的人口总量及人口结
构、质量、分布等指标有哪些新变化，这些
问题广受关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反映
出我国人口形势总体向好，为经济社会进
一步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中
国总人口为 141178 万人，
仍然是世界第一
人口大国，且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这
意味着我国人口资源、人口消费等优势将
继续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也是
利好。
我国人口质量明显提升。数据显示，
具 有 大 学 文 化 程 度 的 人 口 为 21836 万

我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继续保持低速增
长态势，人口资源、人口消费等优势将继续推动国内经济
发展，对全球经济也是利好。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 21836 万人，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人口由 2010 年的 8930 人上升为 15467 人。我国正在
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型，经济发展质量、社会文明程
度等都会随着人口质量提升而提升。
人。与 2010 年相比，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
学 文 化 程 度 的 人 口 由 8930 人 上 升 为
15467 人。这表明我国正在从人口大国向
人才大国转型，经济发展质量、社会文明
程度等都会随着人口质量提升而提升。
从城乡人口数据看，我国新型城镇
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居住在城
镇 的 人 口 为 90199 万 人 ，占 63.89% 。 与
2010 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 个
百分点。这与各地户籍改革实现 1 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有很大关系。而城
镇化率的提升，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
我国人口结构持续改善令人乐观。

过去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我国人口性别
结构堪忧，但最新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
别比为 111.3，较 2010 年下降 6.8。这与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关，也与转变重男轻女
思想有关。改善人口性别结构是一个漫
长过程，但只要保持目前不断改善的势
头，
积极的结果令人期待。
从年龄构成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关
系到生育政策是否进一步调整、劳动力资
源是否充沛、人口老龄化是否严重等重大
问题，因而格外受到关注。此次公布的年
龄数据显示，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劳
动年龄人口高达 8.8 亿人，表明劳动力资
源依然较为充沛。这让人颇感欣慰，至少

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的意义
国家统计局 5 月 11 日公布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当前人口总
量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 普 查 数 据 的 133972 万 人 相 比 ，增 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除人口继续保持
低速增长态势的总体特点外，一个比较突
出的情况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下降。
（相关报道见 A3-A5 版）
此次人口普查的男性人口为 72334
万人，占 51.24%；女性人口为 68844 万人，
占 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5.07，与 2010 年
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3，较 2010 年下降 6.8，说明我国人口
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在
正常的社会和自然状态下有一个相对恒
定的数值。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每
出生 100 名女婴，相应地有 102-107 名男
婴出生。因此，把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

确定为 102-107 之间。出生性别比值下
限不低于 102、上限不超过 107 在国际上
被视为正常理论值，过高或过低都被视为
异常。
出生性别比的 102-107 数值的科学
根据在于，男性在孕育、出生和成长后的
风险都大于女性，尤其是生物因素的左右
下，如雄性激素，以及男性的体格较强，喜
爱冒险、打斗，也比女性更爱酗酒、吸烟，
因此早死于意外事故和行为方式的男性
较女性多。一个社会为了让男女性基本
持平，就必须要有多一些的男性出于“备
份”的需求而出生，这显然是自然之道在
人类的生育中起了更多的作用。
尽管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还没有到达
102-107 的正常比例，但是出生性别比在
逐渐回归正常，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重
男轻女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其中，法律和
法规的制定实施起了较大作用，如禁止鉴
定胎儿性别，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实

行《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尽
管有的家庭还是偷偷鉴定胎儿性别并流
产掉女婴，但法规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保
护了女婴。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也起
到了保护女婴的作用。2011 年 11 月，中
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
（夫妇双方均
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孩）政策；2013 年
12 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夫妇一方为独
生子女的可生育二孩）政策；2015 年 10
月，国家政策进一步改变，全面实施二孩
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出对于有意愿
生育孩子的家庭来说起到了平衡婴儿性
别的作用，这也符合中国“儿女双全”的生
育文化和社会习俗，因而更减少甚至杜绝
了流产女婴的现象，让出生性别比进一步
向正常的 102-107 迈进。
中国出生性别比逐渐回归正常，客观
上推动某些地方和某些群体实现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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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了一些忧虑。
与 2010 年相比，我国人户分离人口
增长 88.52%，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192.66%，流动人口增长 69.73%。这表明，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各地开放
性、
包容性以及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毋庸讳言，我国人口发展中也存在一
些实际的不足和问题。比如，人口地区分
布数据显示，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
群进一步集聚。
“人往高处走”虽是一种正
常现象，但人口过度集中于某些区域也会
带来资源压力。另外，东北地区人口所占
比重与 10 年前相比下降 1.20 个百分点，
这类现象和趋向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此外，尽管少儿人口比重回升，但少
子化问题值得关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以来，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释放不足，这不
利于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数据显示，我
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
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
力，
必须为应对老龄化储备更多
“弹药”
。
总之，我国人口形势总体好于预期，
为经济社会发展更上层楼提供了有力支
撑。应当以此次发布人口普查数据为契
机，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法律，为人口健
康发展保驾护航。

张田勘
平等。最显著的是，中国目前的在校大学
生中女生多于男生。全国女大学生人数
第一次超过男生是在 2009 年。2008 年，
男大学生比女生多 5.7 万余人。到了 2009
年，
全国在校的普通本专科人数达到 2144
万余人，
女生占到 50.48%，
总人数上，
女生
比男生多 20 余万人。
此外，中国出生性别比逐渐回归正
常，使得适婚年龄段人口（90 后和 80 后）
总体上没有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问
题。此次公布的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7，
但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3，后者虽然没
有达到 102-107 的正常数值，但是在逐渐
向这个数值回归。到了适婚年龄，男女的
失衡也在进一步缩小。
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政策的改变，未
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会进一步向正常
数值靠近，而且越接近，越能显示生育政
策与人的生育自然规律产生重叠和吻合，
也证明生育政策符合自然规律。

赵志疆
武汉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公告称，5 月
10 日，武汉局部遭遇 10 级雷暴大风，当日
13:30，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两名
工人对三阳路幕墙工程进行保洁作业；
14:30 大风骤起，吊篮被吹起摆动，撞击大
楼幕墙；14:50 救援人员将吊篮固定，随
后，将两名工人救出送医，两名工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
项目负责人已被控制。
命悬一线的 20 分钟内，两名工人内
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和恐惧，
外人无从得
知。但是，那个裹挟在狂风中的吊篮，却
一次次重重撞击着公众的心，
令人感到深
深的恐惧和困惑：在这样的极端天气里，
两名工人为什么身蹈险境？
当日武汉的雷暴大风虽然突如其来，
但也在当地气象部门预测之中。5 月 9
日，武汉市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预测，武
汉即将迎来“大风+暴雨+雷电”的强降雨
过程，
并提醒市民注意防风防雨。如果说
雷暴大风带给市民的是不便，
对于高空清
扫作业来说，无疑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面对气象部门发出的警告，
如果涉事企业
能够多一点未雨绸缪的防范意识，
触目惊
心的悲剧本应可以避免。以此来看，
雷暴
大风虽然平息，
但关于此次事故的反思不
应就此停止。
作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工作，
天气情
况直接关乎高空清扫作业的安全。按照
相关规定，高处悬挂作业不得在大雾、暴
雨、大雪、大风（风速 10.8m/s，相当于阵风
6 级）等恶劣气候及夜间无照明时作业。
对于相关企业来说，这既是最基本的常
识，
也是不容逾越的底线。此次悲剧虽因
雷暴骤至而起，仅就有天气预报，无施工
预防这一处细节就足以看出，
涉事企业并
未绷紧安全作业这根弦。如果说天气变
化是“天灾”，疏于防范堪称“人祸”，这也
是项目负责人已被控制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高空清扫作业出现意外的
事时有发生，其中不乏天气突变造成的
悲剧。对于施工单位来说，健全的内部
管理、规范的操作程序、完备的应急预案
不可或缺，更为重要的是，应在消除“人
祸”的基础上懂得躲避“天灾”。毕竟，无
论对于任何单位来说，安全才是最重要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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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毕业论文抄袭不能过度依赖技术查重
毕业季临近，很多高校毕业生开始忙
着为学位论文查重。据报道，西南某高校
应届毕业生郯苑查重发现，自己的毕业论
文重复率超标，
他按降重经验帖里的方法，
对论文进行了两次降重，成功将自己毕业
论文的重复率降至 10%。毕业生根据查重
报告里的标注，采用各种技巧对论文进行
降重，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还有人直接购
买降重服务，
以期使论文的重复率达标。
毕业论文查重是当前很多高校毕业
生必须过的重要一关，目的是为了防止学
生抄袭，遏制学术不端。但从实际实施的
情况看，查重未能达到遏制学术不端的目
的，反而催生了洗稿、降重乱象。要提高
毕业论文质量，不能过度依赖查重这一技
术手段，而必须切实发挥导师的作用。导
师要全过程参与指导毕业生进行毕业研

究，撰写毕业论文，以此培养学生掌握学
术规范，
并提高科研能力、
素养。
查重的技术逻辑是，把撰写的论文与
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比，如果重复率
高，则涉嫌抄袭。然而，这主要是进行文
字对比，而并不会考虑引用文献的合理
性，以及论文的原创性。有学者指出，对
论文提出一刀切的重复率要求，会破坏学
术研究的传承，因为按照查重的要求，引
用他人的文献也属于重复，但在学术研究
中，适当引用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这是
十分正常的，只要注明出处。另外，由于
查重主要是进行文字对比，因此，调整语
序、换一个说法，翻译成英文再翻译回来，
就可能实现降重的目标，文章并没有新的
观念，
却可通过查重。
如此查重与降重，实际让很多学生的

精力用在炮制论文上，而本来提供查重服
务的平台，也把降重作为商机，向学生提
供有偿降重服务。很显然，这样的降重服
务，并不会提高论文的原创性，还有代写
论文的嫌疑。
近年来，媒体一再报道毕业论文查重
和降重存在的问题，可是多数高校还是坚
持使用这一办法。原因在于，高校认为这
是最不坏的检查毕业论文是否涉嫌抄袭
的做法，虽然弊端很明显，但如果没有这
一技术手段，不少毕业生交上来的论文，
就可能是东拼西凑，而导师并没有那么多
精力来研究毕业生的论文是否均是原创，
这些论文要是通过答辩上传到网上，很可
能被查重出问题来。
因此，
问题在于导师花多少心思、
精力
指导学生，有无和学生一起开展研究。当

别让“打卡”变“打扰”
究竟是
“打卡”
还是
“打扰”
？最近上海
市武康路上的一个阳台因为颜值出众而遭
遇了尴尬。因为过年时悬挂了一个粉红色
的蝴蝶结，这个阳台成为“五一”期间热门
的网红景点，
甚至在假期结束后，
“打卡”
的
人潮依旧汹涌。最终，居住在房间内的老
人不堪其扰，
被家人接走，
原来的蝴蝶结也
被摘除了，
此地才重新归于平静。
一开始房间里的老人还热情地和前
来“打卡”的网友打招呼，结果网友们却变
本加厉，不但一整天都拥挤在阳台下拍
照、拍视频，甚至到了晚上老人休息的时
候，仍旧大喊大叫，让老人出来配合自己
拍照拍视频。结果就是不但老人不堪其
扰，被家人接走了，而且附近其他邻居的
正常生活、
作息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不管是出于好奇、跟风，还是为了获
得流量、增加粉丝，近年来，
“网红打卡地”
都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一般而言，这是
一件好事，因为一旦成为了“网红打卡
地”，就会拥有极高的人气，源源不断的客
流，进而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所
以，国内很多景区景点，都费尽心思想把
自己打造成网红景区、
“网红打卡地”
。
如果这些“网红打卡地”都在景区景
点，人员流动性大，对周边的影响也就较

小；但是如果这样的场景切换到居民的生
活区，或者是一些生产经营场所，则结果
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实际上，除了上海武
康路这个因为悬挂了蝴蝶结而走红的阳
台，江苏苏州一个叫同德里的小巷子，也
因为拍摄的一部电视剧一夜走红，随后每
天被慕名前来“打卡”的游客围了个水泄

熊丙奇

前导师制并不十分完备，对于本科毕业生
来说，
往往是一名导师指导多名学生，
指导
关系很松散，
基本的方式是开题之后，
就由
学生自己完成，导师就等着学生交上毕业
论文；
对于硕士生和博士生，
导师的指导要
多一些，但也有不少导师由于自身事务繁
忙，
无暇指导学生。在这种情况下，
导师并
不了解学生究竟做了怎样的研究，论文是
否原创，因此，要求学生自己查重，提供查
重报告，
再上交论文就成了基本操作。
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落实和扩大导
师的教育教学自主权，改革对教师的考核
评价体系，引导教师把精力投入教育教学
之中。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并发挥
学术共同体的作用，由学术共同体评价教
师的教学、学术能力与教学、学术贡献，并
由学术共同体制订学生毕业标准。

苑广阔

不通，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困扰。而厦
门市湖里区高崎码头的集装箱堆场，因为
充满了浓厚的工业风，也成为了“网红打
卡地”，蜂拥而至的网友严重影响了码头
正常的工作和运行。
“打卡”
无罪，
但需要文明
“打卡”
，
需要
“打卡”
的人保持基本的文明素质。很多网

友为了发朋友圈获得更多点赞，很多网络
主播为了增加流量和粉丝，
对着一些
“网红
打卡地”疯狂拍照、录视频，却完全不顾其
他。很多时候除了留下遍地垃圾，还严重
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了企业
的正常生产和经营，
让人烦不胜烦。
当然，这些网友的“打卡”行为并非是
出于什么恶意，但问题是，仅仅没有恶意
是不行的，还应该体现文明与素质，还应
该以不打扰和影响他人为底线。即便一
个地方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人们忍不住
前去“打卡”，但也请安静地欣赏，小心地
呵护，否则就像上海市武康路这个“网红
阳台”一样，其住家人因为不胜其烦，最终
走人了，那个爆红的蝴蝶结也摘掉了，这
个
“网红打卡点”
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让文明成为网友“打卡”的标配，让不
妨碍、不打扰、不影响他人成为网友“打
卡”
的底线，
则人们的
“打卡”
才能持久。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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