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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又快到了，粉丝有点忙，明星
定制款、签名海报、偶像见面会……各大
购物网站上商家们“拉着”代言明星们纷
纷“送福利”。

然而，粉丝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商家
拉着明星促销， 表面上看是明星 “送福
利”，实际上“羊毛依旧出在羊身上”。原
因很简单，商家也好，明星也罢，都是逐
利而来。在明星光环的迷惑下，粉丝很可
能购买眼下不急需的商品，造成资金的
浪费。尤其是那些学生粉丝，大多没有固
定收入，如果一味盲目购物，接下来的日
子就可能“穷得要吃土”。

所以，追星可以，但切忌盲目。既要
认清明星“送福利 ”本质 ，更要 “量入为
出、按需采购”。

文/丰收 图/王铎

罗建华

“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
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第五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11月7日在浙江乌镇开幕，习近平主席
致贺信，“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 以共进为动
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让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世界互联网行业再度迎来 “乌镇时间”。
来自五大洲7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多名嘉
宾参加此次大会。 习近平主席对每届大会都
给予殷殷期望，充分显示出，中国作为互联网
大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全球互联网治
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迈进的大国担当。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当前，信息化
革命浪潮深刻席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
安全格局， 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
键时期，各国主权、安全、发展都面临新的挑
战，世界人民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利用好、发
展好、 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
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放眼现实，作为影响
力越来越大的互联网大国， 中国不仅修炼自
身， 也致力于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扩大国际共
识，添加制度保障，而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
大会无疑是一个缩影。5年来，互联网大会不仅
搭建起了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平
台，也在为全球互联网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和
中国力量。一定意义上说，从互联网大国迈向
互联网强国，乌镇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

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乌镇声音”也为全世界提供
了互联网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传承与创新中， 变的是议题， 不变的是宗
旨。从首届提出“命运共同体”到“互联互通，共
享共治”，再到“创新驱动，造福人类”“发展数字
经济，促进开放共享”，直到今天的“创造互信共
治的数字世界”， 全球互联网治理回荡中国声
音、贯穿中国态度，“共”的主题始终贯穿，“同”
的初心始终未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的中国方案，历经风雨愈加绽放出真理的光芒，
广受响应和赞许。

历经四届积淀，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成为全
球互联网行业的盛事， 引领着全球互联网领域
的合作发展。从乌镇展望，我们将再次看到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
道，为构建造福全人类的网络空间携手努力。

朱永华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希
望上海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
心，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
展先行者，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几天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开
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习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 宣示出中国高举新时代改
革开放旗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
开放的决心与勇毅。

40年弹指一挥间， 改革开放的浩荡浪
潮，让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实现了从
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 引领时代的
历史性跨越， 创造出属于13亿多中国人民
的美好生活。 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
大叙事中审视， 还是以个体生活变化的微
观视角去观察，客观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改
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不仅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
运，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池塘”。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着广泛
而深刻的变化。纵观世界，逆全球化思潮、
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 经济全球化遭遇
波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黑天
鹅”“灰犀牛”不时冒头，世界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需要开放、联动，而非孤立封闭；
需要包容、平衡，而非贫富分化。中国坚定
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强决心和实际行动，充
分彰显了中国毫不动摇支持和维护经济全
球化，继续以博大胸怀向世界敞开怀抱，继
续深化与各国间经济合作发展， 推进共赢
发展的责任担当。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省委省政府把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作为建成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战略路径无疑是顺应时势的
“明智之举”。 广大党员干部要练就开放的
姿态， 共赢的气度， 不能以狭隘的地方主
义、短视的保守主义贻误了发展良机。

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
门动了， 且开了！100年前伟人发人深思的
拷问，同样是当代湖南人“最切最要的大问
题”。

陈阳

日前， 桃源一中食堂发布公告：“由于上
半年猪肉价格大幅下降，食堂出现盈利状况。
学校本着‘保本不盈利’的原则，给每位在食
堂就餐的学生充值100元，若以后出现相同情
况照旧执行。”这则暖意浓浓的公告，引来央
视在内一些央媒的关注。 在此之前，《光明日
报》就报道过该校“德育引领智育”的教育方
法。

提及对学校食堂的印象， 估摸多数学生

难以有正面印象，“油水少， 吃完就饿”“吃饭
不用洗碗”“食堂师傅习惯性手抖”等调侃，曾
是学生们口口相传的抱怨。 桃源一中的做法
却颠覆了这一沿袭多年的印象，其善心之举，
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更让人抱怀敬意。

学校是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 学校食堂
是为师生提供服务的机构，而非谋利场所。作
为学校食堂，桃源一中坚持为师生服务，以不
盈利为基本准则， 将取之于学生的盈利交还
给学生，这种“有利不图、有钱不赚”的坚守，
实属难能可贵。

为学生充值，充的是餐费，更是善意。学以
德立， 德以善成。“育新人” 就是要坚持立德树
人，以文化人。校园食堂小小的暖心之举，在孩
子心中播种善意的种子， 吹起的一阵新风；从
长远来看， 更是坚持以德树人的德育之道，是
对“育新人”这一时代使命的践行。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
善。”《大学》 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已成为不刊之
论，止于至善也被广为引述。学生阶段，不仅是
收获新知的过程，更是个人价值观、人生观、世
界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德育和智育就像是
天平的两端，任意一端都不可偏废，不能轻忽。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微小善举出现在校园，出
现在三湘大地，为善意“充值”，让德育生根。

彰显互联网大国的责任担当

为善意“充值” 让德育生根

彭艺

刚刚立冬， 气温便骤降， 对于湖南而
言，冬季真的要来了。冬季用火用电量大，
是火灾隐患的高发期，此时更应提高警惕，
注意消防安全。

周三下午，笔者上班途中，遇蔡锷路一
幢二层旧楼突发大火。 大火就着风势吞噬
着房间里所有的家什。不一会儿，房顶就被
烧穿。幸亏消防部门及时扑救，才没有酿成
更大的事故。 这场火灾也以其独特的方式
提醒大家，冬季天干物燥，安全问题不可有
须臾松懈。

时代在变，但“海恩法则”的警示依旧：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 , 必然有29次轻微
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
患。所以说，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看起来
是偶然的， 但其实都是隐患从量变到质变
的必然结果。

因未出过事而放松警觉， 对细小的违
章操作不以为然；嫌消防规定“繁琐麻烦”
而不当回事；消防设施沦为摆设，消防通道
被占用……凡此种种， 背后都闪动着侥幸
心态的魔影。三年前的“8·12”天津港特大
火灾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 便是集装箱内
硝化棉出现局部干燥，积热自燃，最终导致

危险化学品发生爆炸。 这正印证了在安全
管理上心存侥幸往往会酿成大患。 防患于
未然， 绷紧安全这根弦， 任何时候都不嫌
多。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防火防电对
任何家庭而言至关重要： 出门前记得检查
燃气是否关闭； 冬季使用电热毯不可长期
通电；不要在电暖器具上烘烤衣物；使用燃
气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 吸烟时要注意
熄灭烟头……此外， 需要格外注意家中老
人和小孩的消防安全， 增强他们的消防安
全意识。

没有安全，何来幸福？各工厂、集贸市
场、商铺、酒店、高楼大厦等更要时刻警惕，
这类场所一旦失火，极易火烧连营，且施救
难度大，后果不堪设想。死伤几十人的哈尔
滨“8·25”重大火灾事故里，被烧毁的酒店
就曾多次消防抽检不合格， 并在事故发生
一年前就被媒体曝光存在消防隐患。所以，
必须杜绝私搭乱建，挤占消防通道，生产、
仓储、居住混搭等情况。

安全的话题天天讲 ， 但触目惊心的
安全事故却屡现不绝 。 只有把安全守则
记在心里 ，把安全管理落到实处 ，才能确
保安全相伴 、平安相随 。单位如此 ，家庭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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