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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霞
继棒垒球、空手道、滑板、竞技攀岩、
冲浪成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
目 后 ，霹 雳 舞 也 被 国 际 奥 委 会 确 定 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一项面
向全国 2892 名大学生发起的问卷调查显
示，39.83%的受访者对冲浪、攀岩、滑板、
街舞等新兴运动中的一项或多项非常感
兴趣，47.06%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些运动项
目比较有兴趣。
（8 月 2 日《中国青年报》
）
在以往人们的印象里，滑板、攀岩、
冲浪、街舞等属于年轻一代的新兴运动，
有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特质，包括新潮、叛
逆、激烈、危险等。一些家长对此抱有偏
见，用另类的眼光去看待，不希望孩子玩
这些项目。近年来，上述情况出现了一
些变化，许多小众项目正在和年轻人产
生化学反应。一些新兴运动项目被奥委
会接纳，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说明新
兴运动已有广泛的民间基础，参与人数
众多，具有观赏性和可推广性。
年轻人一贯喜欢新奇事物，热衷有
趣好玩快乐的项目，对于新兴运动有着
浓厚兴趣，能够借此释放激情、展现自我
风采。而且，这些新兴运动的难度大，对
技巧和体能要求都很高，符合年轻人喜
欢挑战的精神，加上具有潮流、炫酷等特
点，与二次元文化融合很深，对年轻人有
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在新兴运动纳入
奥运会之后，将会加快新兴运动的普及
速度，并借助新兴运动的新潮优势，吸引
更多年轻人参与奥运会。
从调查情况看，近九成大学生对新
兴运动感兴趣，并期待学校开设新兴运
动课。这个结果表明，年轻一代普遍接
受新兴运动，尝试和学习的兴趣很大，有
这么强烈的参与欲望，对于新兴运动在
我国的发展将形成非常好的基础支撑力
量，有助于提高我国在这些项目上的比
赛成绩。因此，各地学校要重视新兴运
动，顺应社会趋势，积极开展新兴运动
课，鼓励学生参与，以增强学生体质，培
养和选拔更多体育优秀人才。
目前，部分大学已经率先开设了新
兴运动课，比如厦门大学开设网红桨板
课，浙江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开设攀岩
课，滑板、轮滑、街舞等社团活跃在各大
高校，人气很高，学生报名学习的积极性
也很高。许多新兴运动项目虽然小众，
但学生基础好，在体育场地、器材、师资
资源相对丰富的大学校园，往往成为这
些运动项目的“温床”，其他中小学也可
以跟进，探索开设合适的新兴运动项目。
而且，这些新兴运动项目本身就有
市场基础，校外培训机构也在开展教学
活动，很多学生报了校外兴趣班，学习自
己喜爱的新兴运动项目，并在学校文体
活动时进行相关项目的表演展示。可
见，新兴运动有市场机制做支持，与学校
课程教学相辅相成，并与流行文化融合，
将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吸引到更多年
轻人加入，以激活学生群体的运动热情，
提高全体学生的身体素质，培植更深厚
的运动人才基础。

女排精神永不过时
孙维国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成绩不理
想，小组未出线被淘汰，这让主教练郎平
背负巨大压力。对此，郎平回应“不再执
教”问题，表示排球事业是一代接一代
的，相信年轻一代的教练。
郎平带领中国女排创造了很多辉
煌，曾一次次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女排精神也激励了全国人民。而今，奥
运会落败，郎平卸任，虽然这是谁也不愿
意看到的结果，但我们应该坦然接受。
有人说，如果奥运会女排获得冠军，
局面显然不会是如今这样。我们希望女
排奥运夺冠，可是，竞技体育哪有常胜将
军，输赢乃兵家常事，也是自然规律。无
论如何，
我们都不要有输不起的心态。把
心态放平，
给中国女排一个允许失败的宽
松环境，让体育竞赛回归体育精神，真正
的爱是包容和理解，
而非狭隘与责备。
中国人不会忘记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1981 年，
人们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听到中国
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消息，在北京，
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
高呼
“中国万岁，
女
排万岁”
！许多人相互拥抱，
喜极而泣。
祖国至上、
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
永不
言败。女排精神世代流传，
一路都在创造
奇迹，书写中国人的传奇，激励了一代代
人。女排精神彰显的时代意义，
在任何时
代都不过时，都需要接续传承。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人需要中国女排，新时代
的今天中国人也需要女排。女排精神铸
就了女排永恒的传奇，女排精神永不过
时。中国女排一定能走出低谷，再续辉
煌！这不仅是一场比赛的意义，
更是女排
精神在今天传承和发扬的时代意义。
本版邮箱
meiripinglun@vip.sina.com

疫情防控不容任何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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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项目入奥机会
激活学生运动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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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江苏南京、河南郑
州等地相继出现境外病例关
联的本地疫情，特别是南京
疫情因发生在人员密集和流
动性特别强的机场，导致疫
情外溢到多个省份。目前，
江苏省委对东部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
军做出暂停职务处理。郑州
市委对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付
桂荣做出免职处理，郑州市卫健委党组
决定免去马淑焕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职务。
在全球已成“村庄”的今天，我国与
其他国家人员交往越来越密集，世界联
系越来越紧密。当前，不少国家疫情形
势继续恶化，中国“外防输入”压力巨大，
少数地方相继出现的新冠肺炎本土病
例 ，加 剧 了 我 国 疫 情 防 控 的 压 力 和 风
险。疫情防控无小事，不容任何侥幸心
理和松懈情绪。面对疫情变化和外部环
境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必须始终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
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为 此 ，各 地 政 府 和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
公共机构应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投入眼
下这一波严峻的疫情防控阻击战。8 月

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更
高、更迫切的要求。要正确认识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以
实际行动参与这一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所有人都责
无旁贷。每个人都要严格做好自我防护，积极配合政府
职 能 部 门 、公 共 机 构 和 市 场 主 体 细 化 落 实 各 项 防 控 措
施。每个部门单位、每个人都应当是行动者，都要为织密
织牢、守住守好疫情防控网尽最大努力。
3 日，北京市召开第 230 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宣传部
副 部 长 、市 政 府 新 闻 发 言 人 徐 和 建 介
绍，北京市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全
市要扎紧篱笆，不惜代价，严防死守，以
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
行动进行防控。
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防控形势
持续严峻，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
更迫切的要求。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
作发布会宣布，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
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
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
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
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

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做好
来京就诊人员筛查；严格执行首都严格
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从严从
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各项规定，非必须
不出境，
非必要不出京。
严格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打赢这一
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级各地党委政府、
职能部门应抓实抓细相关政策要求，
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结合本
地本部门实际，
进一步夯实健全常态化防
控机制，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不
断完善各项防控措施，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在思想
上、行动上和工作上高度重视、慎终如始
抓好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用实际行动保障

科学才是抗疫排名的唯一标准
美国媒体彭博社近期发布了一个全
球抗疫排行榜，将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
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排在第一。这样一
个不符合事实、违背科学精神的所谓“排
行榜”，令全球舆论哗然。如果说全球抗
疫需要一个排行榜的话，那么制定该排
行榜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科学，而不是“美
国优先”。
病毒传播是有规律的，抗击病毒要依
靠科学，这是全球抗疫一年多以来得出的
最重要经验。为了将美国排到第一，彭博
社的这一排行榜不惜将评判抗疫成果时
最重要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等关
键要素删掉，将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提醒要
慎重看待的“重新开放进度”视为积极因

素，还将执行封锁和出入境防疫管理政策
这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设定为
负面因素，让人无语。从科学的角度看，
专业国际组织提出的重要指标才是科学
标准，而上述不公平、不公正、缺乏科学标
准的排行榜让人无法信服。
科学依托事实，实事求是才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顾美国的抗疫进展
不难发现，该国前期防控工作严重不力，
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和病亡人数最多的国
家。美国在疫情初期否认病毒存在，把
病毒政治化，搞党派和国家之争，使政治
凌驾于科学之上，导致疫情失控。今年
以来，原本高调宣布的疫苗接种目标成
为泡影，德尔塔变异病毒加速传播。近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这一波疫情来势较猛，且存在继续
蔓延扩大的现实风险。各地要树立全国
“一盘棋”思想，不能为了局部小利益而
不顾全局利益。机场、医院、车站、酒店、
景区、超市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人员密集场所，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认
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面做好流动人
员体温测量、健康码审核、戴口罩提示、
环境消毒等各环节工作。特别要在防控
措施落实和服务细节上下功夫。比如按
疫情防控要求，人员密集场所必须戴口
罩，但不是所有人员都能随身携带或妥
善保管好口罩，因此各市场主体、服务单
位应在入口处或体温测量处准备一些口
罩，供客人免费使用或购买，全力打造安
全、
便利的消费环境和公共环境。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捍卫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与我们所有人都息
息相关。要正确认识当前的疫情防控形
势，以实际行动参与这一波疫情防控阻
击战，我们所有人都责无旁贷。每个人
都是一个责任主体，除按要求严格做好
自我防护，还要积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
公共机构和市场主体细化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每个部门单位、每个人都应当是
行动者，都要为织密织牢、守住守好疫情
防控网尽最大努力。

新华社记者

期，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死亡病例、
住院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
就是这样一个在抗疫方面漏洞百出、累
计确诊病例超 3500 万、死亡病例超 60 万
的国家，在经过一系列精心修饰之后，居
然摇身一变成了“抗疫优等生”，只能让
世人“呵呵”了。
自去年 11 月起，彭博社每月都会推
出一版“全球抗疫排名”。在去年的榜单
里，美国通常位于中下水平。事出反常必
有妖。从中不难看出，美国从“中下”到
“第一”的转变，
“美国标准”的改变是决定
因素。这实际是偷换概念，其背后隐藏的
是美国的话语霸权。换句话说，这一切都
是按照“美国规则”实现的，手握“规则权”

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
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
动，适用本法。只要商家在评论区以文
字、图片、视频、链接等形式实施了直接或
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服务的
行为，无论该行为多么隐蔽，穿着什么马
甲，都具备了商业广告的特征。或许，商
家在评论区打广告能够省下一笔广告费，
但却无法避开法律的调整，无法避开相应
的责任和义务。
为保障广告受众的知情权、
选择权，
避
免受众被一些伪装类广告、
变形类广告、
嵌
入类广告或软广告所欺骗、误导、侵扰，法
律对广告的明示性提出了明确要求。
《广告
法》第十四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
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
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
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

费者产生误解。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第七条规定：
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
别性，
显著标明
“广告”
，
使消费者能够辨明
其为广告。同时，
《广告法》第五十九条针
对广告具有不可识别性设定了“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广告发布者处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罚则。
一些商家在评论区推介商品或服务
时，
还存有虚假夸大宣传、
使用
“包治百病”
等广告禁语、
利用
“水军”
做虚假评价、
销售
违禁商品或不合格商品、缺乏必要的经营
资质等问题，
在广告内容上也违了法。
对于这种新型变种广告，不能光依靠
受众增强警惕防范意识、
理性阅读，
监管部
门和社交平台运营商必须有所作为。
《电子
商务法》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
入驻商家承担资质审核和经营监督等责
任，如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

李英锋

在
“商家未依法取得必要许可”
“
、商家销售
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环境保护要求，销售或
者提供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
者服务”
等情形的，
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
置措施，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虽然社交平台不是专门的电子商务
平台，但针对已经出现的“评论区做广告”
问题，社交平台运营商该承担和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一样的责任，对做广告的商家
进行管理监督。社交平台运营商应进一
步健全管理机制，通过大数据筛查等手
段，对穿着“评论区马甲”的广告进行甄
别，该标记的标记，该拦阻的拦阻，该清理
的清理，
该报告的报告。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把
“评论区广告”
纳
入监管射程，
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
依法予
以规范，
净化广告环境，
维护受众权益。

“明厨亮灶”是对奶茶店最有力的监督
暑期已至，作为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奶
茶迎来销售旺季。近日，新华社记者通过
随机应聘，
“ 卧底”网红奶茶店“奈雪的
茶”，发现其多家分店存在蟑螂乱爬、水果
腐烂、抹布不洗、
标签不实等问题。
“奈茶的雪”并非个案，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此前在突击检查中发现，部分茶饮店
使用过期的、不新鲜或“三无”物料等问
题，并责令其整改。放眼全国，网红奶茶
店乱象频频被曝光。上海市市场监管部
门今年上半年对 1 点点、茶百道等多个品
牌奶茶店突击检查发现，食品标签不明
确、冰箱内食物不加盖、操作区卫生不达
标、物品与食品混放等现象普遍存在。南
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公布的 6 月份专
项抽检结果显示，喜茶在微生物、糖类方
面存在风险。网红品牌奶茶店尚且如此，
遑论其他不知名品牌。
从表面上看，近年来奶茶店遍地开
花，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加上原材料涨
价，导致不少店家忙于挣钱，疏于管理。
而从深层次分析，奶茶店以外卖为主，即
使是堂食，消费者也很少进入后厨，难以
了解真实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了经营
者无视卫生、应付监管的底气。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佳
的消毒液”。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
控制要求，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原料，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
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
从 2014 年起，国家食药监总局部署各地
在餐饮业开展明厨亮灶工作，推动餐饮服
务提供者采用透明玻璃、视频等方式，对
餐饮食品加工过程进行公示，将餐饮服务
关键部位与环节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2018 年 4 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餐饮服

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
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明厨亮灶”，进一
步规范公开加工过程，推动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
是将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作为
倡导性行为，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一些餐
饮店有自己的“小算盘”，不愿主动落实。

陈俊侠 聂晓阳

的美国可随意将自己描述成希望成为的
模样。
事实是最好的镜子。全球疫情之所
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与一些发达国家在
疫情暴发初期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无所
作为不无关系。当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
这些国家又开始向中国甩锅，试图将防控
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等到新冠疫苗
问世，它们又大搞疫苗民族主义，使众多
欠发达国家无疫苗可接种，
深陷疫情。
一个媒体出于“美国优先”的目的，随
意改动规则，任意编造所谓“排行榜”，只
“讲政治”不讲科学，这不仅是对生命的漠
视，更是对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不负
责任。

穿着“评论区马甲”的广告还是广告
很多人在社交平台“冲浪”时有看评
论的习惯，不过有用户吐槽，多家社交平
台的评论区产品推广泛滥，有的是“硬
广”，有的隐藏于评论文案里。业内人士
分析，通过正规渠道发布广告成本高、审
核严，因而一些商家便盯上了社交平台的
评论区这块既能逃过广告过滤又能吸引
用户的
“宝地”
。
（8 月 3 日《工人日报》
）
粗看是评论，细看是广告。互联网广
告穿上了社交平台评论区的新马甲，又有
了新变种，
而维权和监管也有了新的挑战。
一些商家耍起了小聪明，玩起了障眼
法，以为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以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引流、推荐商品或服务，不仅位
置隐蔽，方式也隐蔽，能够模糊广告的行
为边界，逃避审核监管，节约广告成本，但
实际上，商家打错了算盘。
《广告法》第二
条规定，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淳艺

2017 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实施明厨亮
灶的餐饮服务单位占持证总数的
27.52%。也就是说，超七成持证餐饮企业
尚未实施明厨亮灶。近年来，
“明厨亮灶”
虽然得到了进一步推广普及，但仍有不少
“隐秘的角落”
。
网红奶茶店乱象，再证公开加工过程
的必要性，
“明厨亮灶”无疑是最好的“卧
底”。
“明厨亮灶”推广多年来，餐饮企业已
经逐步适应接受，广大消费者的监督意识
也不断提高，从倡导向强制转变的条件已
经成熟。日前，
《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经审
议通过，其中新增规定：从事网络餐饮的
小餐饮店，应当逐步实现以视频形式在网
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
作过程，具体办法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规定。
各地职能部门应学习借鉴先进的做
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推动“明厨
亮灶”成为标配，让社会监督时刻存在，倒
逼餐饮服务规范经营。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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