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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9月3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这次
峰会将以“合作共赢 ，携手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重
点是把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非盟《2063
年议程》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结合起
来，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上实现中
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非合作论坛
已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集体对话
的重要平台和进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
制， 成为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

帜。 此次峰会，对提升中非关系，实现中
非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
碑式的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在于为构建更加紧
密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中国
和非洲国家是患难之交，患难之交不能
忘。 ”习近平主席道出中非关系牢不可
破的真谛。此次峰会将致力于加强顶层
设计，突出战略引领，凝聚双方共识，协
调行动步伐，必将为中非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峰会为共建 “一带一路 ”奏响新
乐章。 非洲作为“一带一路”的自然和
历史延伸，一直以来对参与 “一带一
路”建设态度积极。 此次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上，中方积极推进中非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必将为非洲的发展振
兴开辟新的空间，提供新的动力。

峰会将为推动中非合作朝着更高
水平迈进，擘画新蓝图。 中国是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
的大陆。 这些年来，在中非双方共同努
力下，蒙内铁路、海信南非工业园等一
大批基础设施、工业园区战略项目顺利
推进，并开始造福中非人民。 此次峰会
将全方位规划今后一段时期中非合作
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必将推动中非
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此外，峰会为深化中非人民相知相

亲提升新高度。 回首历史，中国与非洲
共同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斗争画卷， 友谊源远流长，
历久弥坚。 诚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任凭
国际格局如何调整演变， 中非平等互
信、相互支持的兄弟情谊不会改变。 此
次峰会进一步推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多
项合作举措，鼓励中非人民更多参与其
中，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充沛甘甜
的“源头活水”，使中非友好薪火相传。

“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如今的中
非关系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和成
熟期。展望未来，相信本次峰会将开启中
非关系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征程，推
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伍果

“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的， 评论更是要直接与读者对话、
引导受众思考、进行有效说服。 自
觉承担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
使命任务，做到‘统一思想、凝聚力
量’，评论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在
第三届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上，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在给
会议的致辞中作出这样的判断。

“文以载道”。 评论发挥着引
导、监督舆论，凝聚人心，弘扬正能
量的作用。党报是主要的也是传统
的评论载体，网络则是方兴未艾的
新型评论载体， 两者相辅相成，共
同构成了评论的主阵地。 当然，相
较于网络评论的新颖性、 灵活性、
即时性，党报评论则更加凸显严谨
性、庄重性、权威性和高质量。可以
说， 随着传统党报向全媒体发展，
评论将在传播主流声音、弘扬主旋

律方面发挥更大更关键的作用。
党报评论重在激发优势。截至

2018年6月， 中国网民数量规模已
突破8亿，在全媒体时代，在这个庞
大的舆论场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是
“评论员”。 也正因为门槛低，加之
监管不到位等原因，网络场上的发
言者难免参差不齐，难免出现一些
恶意污染舆论环境 、 误导舆论方
向、传播错误价值观的言论。故而，
提高主流媒体，尤其是党报评论员
专业素质显得尤为迫切。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提
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
力、 公信力”“必须把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
环节”。提高党报评论质量，让党的
声音成为定音鼓、压舱石，才能在
众声喧哗中迅速占领舆论制高点，
掌握话语权，更好统一思想 、凝聚
人心。

程彦暄

9月，又到高校新生开学季。 这
是一个梦想再度扬帆起航的节点，
也是由稚嫩走向成熟的分界线。常
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 ”逐梦路
上，不光要有一腔热血，尚需一定
的物质基础。

曾经，我们背上文具、被褥，信
心满满地憧憬未来。 如今，不少学
生的行囊里少了些文具，多了些零
食和特产；不见了被褥，却配备起
了电脑 、手机 、数码相机 、蓝牙耳
机、智能手表，据估算，这几样，起
码也要几万元。

沉甸甸的行囊，让学生入校的
步伐多了些从容与淡定，只不过这
份悠然自得，大多来自“装备齐全”
不致落伍的安心与 “漫漫时光”不
至无聊的“小确幸”。 几万元，对于
学生而言，兴许只是块入校的 “敲
门砖”、开学的“起步价”，但对不少
家长而言，却是“肉疼”的希望、“咬
牙”的支持。

溺爱与支持， 虽有几分形似，
然其神却差之千里。作家阎连科之

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期间
有读张抗抗《分界线》的精神影响，
也有想“逃离土地”的动力愿望，但
父母的支持却是其最重要的物质
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对我
最大的支持， 就是我写到深夜，母
亲从来没说过我浪费灯油。 ”

支持 ，既需要感性的 “无偿 ”，
也需要理性的“适度”。 所谓感性，
就是在精神上给予鼓励，让孩子树
立信心、坚持理想、坚定信念、永不
放弃；所谓理性，则是在物质上给
予必要的支持，在经验、技巧上给
予科学的引导，在遭遇困难 、挫折
时给予必要的逆商教育。

教育重在明理长智， 孩子的教
育实为人之根、家之幸、国之本，故
而需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饿其体
肤，让孩子感受生活艰难不易，珍惜
父母劳动成果，激发吃苦进取精神，
进而发愤图强，踏实努力，去拼搏、
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人生事业。

穷则独善其身 ， 达则兼济天
下。 沉甸甸的行囊，不只是因为里
面装了价值不菲的数码装备，更多
的是因为装了一份责任与理想。

江德斌

9月3日，有网友发现近期高铁“霸
座”当事人孙某的微博已获得微博“加
V”认证。 高铁“霸座男”转眼成“大V”,
这样的“反转”，令人匪夷所思。

前不久，孙某因霸占他人座位且
拒不让座， 遭到社会舆论同声谴责，
亦被铁路部门列入黑名单。 可是，新
浪微博、今日头条却相继给孙某认证
为“高铁霸占座位事件当事人”“高铁

‘座霸’事件当事人 ”，令其摇身一变
成为社交平台“大V”，岂不是荒诞至
极。

按照微博官方的说法， 要求新闻
当事人进行前台实名认证， 不代表认
可其观点， 只是为确保热点当事人身
份和微博内容的真实性，规避冒充、谣
言等异常情况的出现。 这个理由貌似
合理，可是新闻热点当事人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如果不加区别，一概给其
“加V”认证，反而给了他们借助负面信

息造势、博出位吸引眼球的机会。
众所周知， 互联网是眼球经济，

“网络大V”的粉丝众多，平台也会给
予流量倾斜照顾，从而形成粉丝经济
效应。 事实上，孙某“加V”后，其粉丝
数量陡然增加，所发布的微博也获得
数万阅读， 甚至还引来网友点赞，这
样的情形令人大跌眼镜。 假如孙某粉
丝量继续暴涨、 平台继续导流的话，
恐怕要培养出一个新的“大V”典型。

平台如此以丑为美、 以污为美，真

不知它的底线安放何处。过度重视眼球
效应、流量经济，以至于把丑闻当成炒
作机会，让社会负面事件当事人从中获
益，平台亦可收获流量、广告利益，因蝇
头小利而全然不顾社会责任。 可见，平
台并非不知丑，却挟“流量为王”的网络
规则，刻意将丑事变成“利好”。

这一怪象若不遏止，必然会产生
更多跟风者。 网络平台追求流量、实
现自身利益本身无可厚非，但必须遵
循“生财有道”的原则，坚守社会价值
道德底线，为弘扬正能量 、推动社会
进步加油助力，而不应成为承载负能
量的平台，听任丑的、污的东西发酵。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共筑繁荣发展新未来

高铁“霸座男”成“大V”，平台居然以污为美

让党报评论唱响时代主旋律

背上“希望”上学去
� � � �近日， 为治理电动车违停，浙
江金华交警部门想出 “警示气球”
的创意。 实施一周以来，效果相当
明显。

电动车违章停放是城市管理
中的痼疾，不仅会影响城市秩序与
市容市貌 ， 更给道路安全埋下隐
患。 但由于这类车辆量多分散，且
现有管理制度难以对车主形成刚
性约束，因而整治起来难度很大。

前不久，金华警方在整治电动
车违章乱停乱摆时，尝试在违停被
锁的电动车上 ，拴上一个印有 “请
勿学我， 车已被锁”“车辆违停，一
律重罚” 等提示语的彩色气球，并
附上警务室、执勤点等可以解锁的
地址和民警电话。 此举可以让违规
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其他驾驶
员也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文/杨玉龙 图/陶小莫

这个“气球”挂得好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