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3月 29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
育日到来之际，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高颜值”文具暗藏高风险，极易对儿
童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曾对市场上深受中小学生喜欢的 4 个
品牌香味荧光笔拆解部件逐个检测分
析，发现挥发性气味来自荧光笔内的
墨水，一共检测出 15 种挥发成分，其
中 10种为有毒物质，还包括高毒物质
丙烯腈。研究显示，长时间吸入丙烯腈
能引起恶心、呕吐、头痛、疲倦等症状。

“色、香、味”俱全产品
引导文具市场新潮流

无论是校园周边的文具店，还是文体用品批

发市场，“高颜值”成为商家兜售儿童文具的噱头。

——颜色靓。记者走访多地超市、文具店了

解到，在画画本、练习册、书法本中，“纸越白卖

得越好”几乎成普遍现象。

然而，事实上纸并非越白越好。根据相关规

定，纸张、作业本的白度不应大于 85%。广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白度过高的纸张会

对眼睛产生刺激，还可能存在荧光性物质超标，

在日光反射下，容易对人的视力造成损伤。

“有些附着在书皮、铅笔袋上五颜六色的劣

质彩色颜料，可能含有致癌芳香胺，以及铅、汞、

镉等多种重金属元素。”广东一家文具检测机构

负责人王星说。

——香气浓。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一家文

具店看到，一款 12 支装带香味的荧光笔标价 29

元，每支笔都有不同的气味。该文具店老板说：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些气味，这款荧光笔一个月

就售出了 200 多盒。”

王星说，儿童文具上各种不同的气味大多

并非天然味道，而是由各种化工原料化合而成

的物质发出的气味。长期接触这些气味会增加

健康风险。

“高颜值”背后为何风险重重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每年生产的儿童文具

有近万种花色品种，儿童文具市场技术含量低、

准入门槛低，绝大多数企业是年产值 2000 万元

以下的中小微企业。为获得市场优势，企业往往

使用价格低廉、表面装饰性强的材料。

“一块普通白色橡皮批发价为 0.3 元，零售

仅 1 元；但与其他加工工艺组合提升‘颜值’后，

批发价可提高到 1.25 元，零售价提高到 3 至 4

元，利润能翻好几倍。”贵阳市云岩区一家文具

店的老板说。

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情况看，“高颜

值”文具成为各地问题文具重灾区。

为提高文具的色泽、观感和柔韧度，有的生

产商在包装材料上过度添加增塑剂。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随机抽检市场上

20 批次聚氯乙烯材质的塑料文具盒样品，发现

其中 10 批次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含量不符合

要求。王星说，在含有聚氯乙烯材质的文具上使

用邻苯二甲酸酯等增塑剂的目的是，使文具“颜

值”更高，色泽更漂亮，手感更柔软。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邻苯二甲酸酯是聚氯乙烯的主要增塑剂，长时

间接触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影响生殖系统，对心

血管、肝脏和泌尿系统产生伤害。

进一步完善生产标准
加强监管和警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我国已实施儿童文具召

回共计 51 次，涉及数量 135.54 万件。

专家指出，召回制度属于事后补救措施，必

须进一步完善儿童文具标准，推动监管部门、社

会共同发力。

随着学前教育的增加，很多幼儿园的孩子

也开始更多地使用文具。目前，《学生用品的安

全通用要求》（GB 21027-2007）主要针对的是

学龄期间使用的文具，专家建议，将学龄前儿童

使用的文具也纳入该标准的适用范围，并修订

相应的安全要求，为监管提供依据。

同时，专家建议，在儿童文具产品的风险监

测工作中，对文具的颜料、设计式样、气味等风

险源进行一次系统研究，从儿童的智力、行为、

接触的可能性、致残和致死的可能性等方面全

面进行研究，为完善相关标准打好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文具安全的监督检

查，引导企业从产品研发、质量控制环节消除安

全隐患。 （据新华社贵阳3月 29日电）

一支笔含十种毒——

警惕“高颜值”文具暗藏高风险

新华社发

谢卓芳

最近，西方社会对新疆所谓人权

问题的密集炒作，让反华学者郑国恩

风头无两。郑国恩炮制的一系列抹黑

新疆的文章和报告，被当作攻击和制

裁中国的“法宝”。

对这些报告稍加分析，就会发现，郑

国恩所谓的“独立研究”根本经不起推

敲，报告里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谎言。

要想搞好人类学调查，只有和当

地人面对面沟通，才能拿到准确的第

一手资料。但郑国恩搞研究，就是看看

媒体报道，谷歌一下卫星图像，翻译翻

译当地政府宣传稿，其余全靠想象。

郑国恩号称他找到了证据，所谓证

据就是他看新闻，看到报道说有 50万人

转移就业，他就说成“有50万强制劳工”；

中小学组织学生户外体验生活摘棉花，

到他嘴里成了“强迫数十万中小学生劳

动”；扶贫干部给贫困户做思想工作，被他

说成“侵入式政治灌输”；村民外出打工，

被他描述为“被迫和亲人骨肉分离”……

这些异想天开的所谓报告，却让西

方一些势力如获至宝。俗话说，人无法想

象自己想象力之外的事，西方社会之所以

对如此粗糙的谎言深信不疑，是因为种族

灭绝和强迫劳动正是西方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欧洲人从欧亚大陆的半岛出发，靠屠杀、奴役、

种族灭绝征服了大半个地球；纳粹德国实施的犹太

人大屠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美国棉织产业的发

展史，就是一部奴隶黑人强迫劳动的历史……

西方国家透过自己的历史、文化看待中国，

把自己犯下的罪责，投射到中国身上，妖魔化中

国。他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一种文明可以不依

靠血腥掠夺而崛起。

郑国恩的谎言是一面照妖镜，西方国家在这

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

中国和西方国家有显著的不同。中华文明最

伟大之处正是它的包容和融合，不同的族群、种

族、人群走到一起，形成一个融合的文化并繁荣发

展。中国的历史，是不同民族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的历史，是不同文化水乳交融、百花齐放的历史。

谎言就是谎言，说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相。西

方国家，收起你们的小人之心吧，中国不存在于

你们阴暗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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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微评

在“悦读”中坚定走向未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广受好评

新华社记者

“如何理解‘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

“如何理解和把握伟大抗疫精神？”……翻阅散发

墨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问答》（以下简称《问答》）一书，7 个板块、100

个问题，内容通俗新颖；二维码支持“延伸阅读”，

辅以“习言习语”等精炼栏目，版式清新明快。

连日来，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问答》

一书，以问答体形式全面系统展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

体系、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少党员干部群众在“悦

读”过程中，对《问答》点赞好评。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认为，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指定学习教材之一，《问答》

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

述，讲述了许多鲜活的党史故事，是坚持把学党

史和悟思想结合起来的一部好教材。

“真正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正确认

识现在才能科学把握未来。”曲青山说，重视历

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党员

干部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

智慧，让他们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

地走向未来。

江西井冈山，在红色土地上学习《问答》更

添历史厚重。

“这本书既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

社会实践、时代特征、历史事实阐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问题设置聚焦广大

党员干部的普遍关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效

性。”拿到《问答》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

科研部科研管理处处长陆元兵第一时间研读学

习，并和老师们一起交流心得体会。

陆元兵表示，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他会更

多地将书中的内容和思想融入课堂，创新教学

形式，帮助学员从多层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读一本好书犹如在和智者对话，研读《问

答》就像参加一堂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精品培

训课。

“《问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凝练为一个个

融会贯通、原汁原味的观点阐发。”在天津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看来，《问答》架起了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领悟原著原文的一座桥梁。

颜晓峰举例说，在回答“如何理解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书中

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崭

新的大地上的现代化等要点，提供了一个全面

精准的回答，从多维度呈现思想理论的意蕴和

创新观点的本义。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青年一代责

任在肩。在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

业硕士研究生王江雪的书桌上，《问答》是她的

“案头必备”。

王江雪说，阅读蕴含真理印记和理想信念的

文字，让她想起自己担任疫情防控志愿者的经历。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经此一“疫”，王江雪更

加体会到肩头的责任与重担。“在新的奋斗征程

中，我要贡献更多的力量。”王江雪坚定地说。

理论的生命在于指导和创新实践。《问答》

把握住了大众学理论、用理论的“度”，其出版发

行恰逢其时、正当其用。

“这本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实践

导向，可以使我们更好武装头脑、指导工作。”陕

西省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利功说，局里已经组织干部职工通过集中学习、

分析研讨等方式学习《问答》一书，引导大家学

以致用，将学习成果转化于实际工作。

为 优 化 政 务 服 务 ，延 安 整 合 28 个 部 门 的

406 项行政许可事项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局，将

数十枚公章变为“一枚公章管到底”。王利功说：

“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便

群众和企业办事。”

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贵州省贵

阳市息烽县石硐镇党委书记刘福海拿到《问答》

之后，迫不及待地学习起“如何理解把乡村振兴

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等篇目。

“通俗易懂的内容将指引我们继续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刘福

海说，下一步将结合镇上的产业、环境优势，从避

暑、采摘、康养等方面着手，把石硐打造成宜居、

宜业、宜商、宜游的乡村振兴示范镇，让老百姓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透
过
谎
言
，西
方
国
家
看
到
了
自
己

迟种如何补种
不同疫苗能否相互替代

目前，我国已有 5 个新冠病毒疫苗批准附条件上市

或紧急使用，其中 3 个是灭活疫苗，需要接种 2 剂。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根据

《指南》要求，2 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大于等于 3 周，第 2 剂

在 8 周内尽早完成接种。

但如果未能按时接种，或者第 2 剂所用疫苗的生产

企业与第 1 剂不同，怎么办？

对此，《指南》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如

遇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时，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

品完成接种；如果未能按照程序完成接种，建议尽早补

种，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指南》还提出，对于在 14 天内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接种者，在第 2 剂接种 3 周后要尽早补种 1 剂灭活

疫苗；对在 14 至 21 天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

的，无需补种。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希望大家把

特殊情况向接种点说明，及时接种第二针疫苗。”王华庆说。

60岁及以上人群和18岁以下群体
何时能接种

《指南》明确，新冠病毒疫苗的适用对象为 18 周岁及

以上人群，暂不推荐 18 岁以下人群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目前，北京、

上海等地区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充分评估接种对象的

健康状况和被感染风险的前提下，已经为一些有接种意

愿，而且身体基础状况比较好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和

慢性病患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疫苗在大规模人群中的使用效

果，积极稳妥地推进 60 岁及以上人群和慢性病患者的疫

苗接种工作。”吴良有说。

“按我们国家的免疫策略，现阶段主要是 18 至 59 岁

人群和有需要且身体健康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关于

18 岁以下的人群，现在还没有比较系统的Ⅲ期临床数

据。”王华庆表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后续会得到相

关数据，“国家整体是有考虑的，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和

临床数据，会不断完善接种策略，也包括新生儿人群。”

健康人群肩负责任
专家呼吁应接尽接、应接早接

王华庆表示，接种疫苗的作用是预防发病、预防重

症、阻断疾病流行，让大多数人的健康得到保证。“绝大多

数人都是易感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

防控措施，要形成免疫屏障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所以大家

都应该去接种疫苗。接种的人越多，建立的免疫屏障越牢

固；接种得越快，越早一天形成免疫屏障。”王华庆说。

“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群存在各类过敏症状，或是体

弱、基础性疾病多，他们不能接种。只有其他大多数人承

担起责任，把免疫屏障建立起来，才可以保证这些不接

种的人群也安全。”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

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说。

王华庆表示，目前国家要求有序、分步接种，只要符

合接种条件的人群都应该接种，这样既保护了自己身体

健康，也保护了家人和周围的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早

一天把免疫屏障建立起来。 （新华社北京3月 29日电）

接种破亿后

首版新冠疫苗接种指南发布
暂不推荐18岁以下人群接种

3月 29日，湘潭市中心医院在湖南科技大学设置的新冠病毒疫苗方舱接

种点里，师生们在接种新冠疫苗。该接种点单日最大可完成6000人次的接种

量，是湖南单日接种能力最大的接种点。目前，湖南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在现有的接种门诊基础上，按照接种点设置规范，指导各地规范设置临时

接种单位。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廖志鹏 摄影报道

29日，在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亿不久，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了《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分外及时。

早在今年1月7日，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就曾联合发布《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问答》之“30问”。此次再发技术指南，增补了最新研究实践总结，特别是明确
了迟种如何补种、能否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不同疫苗产品能否替换、有哪些接
种禁忌等问题，并专门对 60岁及以上人群、18岁以下人群、慢性病人群、育龄期
和哺乳期女性、免疫功能受损人群和既往新冠患者或感染者给出接种建议。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3月 29日发表声明

说，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中的重型货船已驶离搁

浅位置，运河航行已经恢复。图为当日，救援船只

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对被困的重型货船实施救援

作业。 新华社发（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供图）

新华社北京 3月 29 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

29 日发布检察机关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

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

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14.9 万人，提起公诉 23 万人，

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5.4 万人，是前三年的 11.9 倍。

三年来，检察机关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

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的要求，共追加

认 定 涉 黑 案 件 947 件 ，追 加 认 定 涉 恶 案 件 4756

件；审结改变涉黑案件定性 701 个，审结改变涉恶

案件定性 8409 个。为防止案件“带病”批捕起诉，

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依法决定不

批准逮捕 11237 人、不起诉 2814 人，监督撤案 188

件 328 人，切实防止冤假错案。

检察机关及时纠正有案不立、违法立案、适

用法律不当、量刑畸重畸轻等问题，监督涉黑恶

案件立案 1893 件 3976 人，书面监督纠正侦查活

动违法 3649 件，对涉黑恶案件提起抗诉 1151 件。

专项斗争开展三年来，检察机关严惩群众反

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对劳务、房产

等领域“黑中介”，以及“黑心诊所”、车匪路霸等

进行严厉打击。同时，检察机关全面落实保护民

营经济发展各项举措，三年来提起公诉侵害企业

权益的涉黑组织 1179 个，对强揽工程、欺行霸市、

插手民间纠纷黑恶犯罪提起公诉 77565 人。

检察机关还注重发挥检察制度优势，推动社

会治理能力提升，对涉及社会治安、市场监管、交

通运输、乡村治理、自然环保、金融放贷等十大重

点行业领域的涉黑恶案件，做到“一案一建议”，

共制发检察建议 26065 件，行政主管部门已反馈

23800 件，反馈率达 91.81%。

最高检：

2018年以来共批捕涉黑涉恶
犯罪14.9万人起诉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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