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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80 后尧90 后从小纠结 野上
清华还是上北大冶的烦恼不同袁今
天的 95 后尧00 后们似乎正面临一
个新问题院 选择好好读书还是选
择当网红钥此前袁有媒体曾做过 95
后就业观图解袁 其中提到袁54%的
95 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是主播和
网红遥

抖音尧斗鱼尧B 站尧小红书噎噎
各种新兴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正帮
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一夜成名遥 与
此同时袁也带动网红经济的火爆袁网
红月入百万尧 月入千万的新闻屡见
不鲜遥 95后最向往的职业成为主播

和网红袁 反映出当代年轻人更多元
化的就业观袁 稳定性早已不是主要
考量袁野有趣冶 成为他们择业时的重
要指标遥

有人认为袁 既然当网红就能轻
轻松松赚钱袁 花时间读书根本没必
要遥 其实袁他们只看到了网红在镜头
前面光鲜靓丽的一面遥 每种职业背
后都有艰辛的一面袁 许多网红主播
每天直播两三个小时袁 平时也很少
有固定休息日曰 有的网红主播即便
月入几万元袁 但为改善自身形象花
销也常常不菲遥

古人常言院腹有诗书气自华遥 我

们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袁 能一直火下
去的网红并不只有高颜值袁 还必须
拥有自己独到的魅力和特色遥 所以袁
好好读书与当网红并不完全矛盾遥
互联网为人们择业提供了更多选
择袁而机会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袁
好好读书袁 才能在更多的机会中赢
得主动权遥

日前袁一则野副县长筹
款治病冶 的消息引发关注遥
据报道袁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左贡县原副县长尧现任芒康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鹏
因感染高原肺水肿袁后遭受
重度肺炎等一系列耐药性
很强的病毒感染袁在水滴筹
平台上筹款 20万元治病遥

县级领导居然也要网
上筹款看病钥这一做法在刷
新公众认知的同时袁也迅速
引发网络热议遥尽管很多人
对陈鹏的遭遇表示同情与
惋惜袁 但也有网友坚持认
为袁堂堂一个副县长袁怎么
说也不会差一点治病的钱袁
闹到网上去袁不排除野作秀冶
的嫌疑遥

陈鹏的家境究竟如何钥
据陈鹏妻子文静自述袁他们
一直生活在西藏高海拔地
区袁 在左贡县一待就是 20
年袁日子不算富裕袁但是过
得还算幸福袁家里有几万元
的积蓄遥 客观而言袁这样一
个家庭袁 如果没病没灾袁应
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袁退一
步讲袁即便是遇到一般性的
疾病袁 也应该能够招架支
应遥 然而袁此次陈鹏罹患的
是高原肺水肿引发的呼吸
衰竭尧 重度肺炎等疾病袁病
情非常严重袁在报道时已经
花了 140万元遥面对这样的
巨大耗费袁一般人家自然捉
襟见肘遥

何况袁基层公务员的正
常收入并不高袁即便高海拔
地区有些补助袁但相对于高
昂的医疗费用袁仍属杯水车
薪遥

当然袁很多人对此野不
信冶野不解冶野不忿冶袁 或许是
看多了反腐实录袁天然地认
为县领导会有很多灰色收
入等遥这其实也是一种无端
的猜测袁不符合现实逻辑遥

公职人员腐败问题固然需要高度重视袁
但为官清廉者更是比比皆是遥 我们不能先入
为主地认为县级领导就不能网上筹款治病袁
更不能把想象中的贪腐与一个躺在病床上使
用人工肺呼吸的基层干部联系到一起遥 这是
两个问题袁不能混为一谈遥

事实上袁基层不乏类似清廉自守的官员袁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袁 从事的是最艰苦的一线
工作袁 生活也没有他人想象的那样 野烈火烹
油冶袁一场大病就可能把他们野打回原形冶遥

一个几十年奔波在高海拔地区的基层干
部袁罹患重病袁向社会筹钱治疗袁完全可以理
解袁没什么见不得人的遥他们的遭遇也应该获
得社会的同情和理解遥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袁拿
出一点钱袁救助一个人袁也是好事一桩遥

对于这样的干部袁 组织上理应多一些关
爱遥 从目前看袁不管是其曾经任职的左贡县袁
还是新任职的芒康县袁 对陈鹏均给予了巨大
帮助遥 其妻已从左贡县财政局借款 8次袁共计
80万元遥

此外袁 对于常年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干
部职工袁也应在生活上多一些关注袁既要尽量
避免感冒等容易引发肺病的疾病袁 有病及时
治疗袁避免拖延袁还要定期体检袁从前端作好
防范遥

而从制度层面袁副县长患病网上求助的
事件也提醒有关方面院 深入推进医疗改革袁
扩大医保报销范围袁解决野看病贵冶问题刻
不容缓遥 即便全面铺开这些举措有困难袁也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遥 比如袁 在高海拔地
区袁 像治疗高原肺水肿病需要的特殊药物袁
理应列入医保报销范围袁以切实减轻大病患
者的负担遥

总之袁对基层干部不仅要严管严查袁防范
出现各种问题袁还要加强保护袁不能让这些经
年累月工作在艰苦地区的干部流汗又流泪遥

提到野偷拍冶袁不少人
认为袁 这是少数明星才会
遭遇的烦恼遥 但近年来袁酒
店房间内暗藏针孔摄像
头袁 女性在公共场所被偷
拍袁 相关图片或视频被上
传到不法网站噎噎类似案
例并不鲜见遥 种种偷拍行
为袁 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袁 影响了公众的安全
感遥

偷拍现象为何频频发
生尧屡禁不绝钥 这其中袁有
的源于偷拍者的窥私心
理尧不良嗜好袁但更值得警
惕的是袁一些人铤而走险尧
干违法勾当袁完全是野黑生
意冶的利益驱动遥 事实上袁
从制造出售器材到售卖传
播不雅视频袁 偷拍已形成
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遥
今年 3月袁公安部通报野净
网 2018冶 专项行动十大案
例袁 其中就有一起偷拍案
件院 不法分子将改造过的
智能摄像头安装在宾馆吊
灯尧空调等隐蔽处袁通过手
机软件收看尧 管理回传画
面袁 再由账号代理吸引网
民购买观看账号遥 偷拍视
频数量之多尧 受害人群之
广袁令人触目惊心遥

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
的今天袁 保护个人隐私的
重要性更加凸显遥 以普通
人为目标的偷拍袁 一旦与隐蔽的网
络色情产业相结合袁 其所产生的危
害袁势必大大超出个别的尧偶发的案
件遥 不法分子以几元到几十元在网
上批发出售的视频袁 每一段都对应
着无辜的受害者遥 现实中袁在搜索引
擎中输入野遭遇偷拍怎么办冶袁可以
看到大量求助帖遥 许多网友表示袁即
便发现被偷拍袁也很难维权遥 事实证
明袁要想彻底整治乱象袁就必须聚焦
病灶尧猛药去疴袁加大打击力度尧升
级治理手段袁 彻底斩断偷拍的黑色
产业链遥

偷拍并非新现象袁 现在偷拍行
为增多袁 一个重要原因是器材比以
往更容易获取遥 因此袁 必须管住源
头袁 严格落实国家关于窃视听器材
生产尧销售的法律法规袁依法严惩违

法违规者遥 今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
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袁 不得销售或
者提供法律尧 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
商品或者服务遥 然而袁在一些网络购
物平台上袁 用户只需花几百元就能
轻易买到微型摄像头遥 一些非法网
店为何能长期存在钥 电商平台经营
者是否履行了审核义务钥 对此袁只有
进一步完善制度尧强化监管袁对问题
发现一起惩处一起袁 才能形成对非
法生产尧销售行为的有力震慑遥

整治偷拍乱象袁 还必须及时发
现尧严厉惩处偷拍者袁对相关人员进
行曝光遥前不久袁一名游客在入住某
地民宿后袁在路由器中发现了针孔
摄像头袁后经警方调查袁系房主故
意安装遥 偷拍行为侵犯公民隐私
权袁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袁还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的刑事犯罪遥 在移动互联时代袁偷
拍变得容易袁但查处偷拍行为的手
段也更丰富遥 近期袁公安机关重拳
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袁网监
部门陆续发现并破获多起偷拍案
件遥 善于运用技术手段袁提升发现
能力袁 就能让偷拍者无处藏身尧无
所遁形遥

面对已成产业的野批量冶偷拍袁
除了相关部门加强治理袁 全社会也
应提升警觉尧促成共治袁在公共场
所形成制度化的防范措施遥 对酒
店尧民宿行业来说袁应加强自律袁将
防偷拍列入服务规范袁提升安保措
施遥 对于公交车尧地铁尧公共卫生
间尧商场试衣间等场所袁不妨加强
巡查尧放置醒目的警示牌遥 只有动
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袁才能让偷拍
行为不再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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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偷拍的黑色利益链
阴智春丽

当“网红”也要腹有诗书
阴刘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