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 论04 姻2019年 8月 12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袁南军

此前引发网络热议的 野乔碧
萝事件冶终于告一段落遥 近日袁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渊直播冤
分会公布第三批主播黑名单袁在
直播中因野意外冶露脸引发网友争
议的主播乔碧萝野榜上有名冶遥 而
被列入黑名单的主播将在行业内
禁止注册和直播袁封禁期限 5年遥

无论是封杀恶俗网红主播袁
还是整顿直播行业袁 其目的都是
为了让这个行业走向健康发展遥
乔碧萝的黯然离场袁 再次给直播
行业敲响了警钟袁 也将该行业在
野造星冶 过程中的问题摆到了台
前遥

近年来袁 网络直播行业发展
迅速遥随着用户规模不断增长袁直
播行业从业者数量也在逐年提
升遥 主播公会这一个行业组织也
应运而生袁 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
存在遥如今大大小小的主播背后袁
大多有公会的身影遥 主播被签进
公会袁 会有专业团队对其进行培
训尧包装和运营遥

针对个人和团队进行包装营
销袁 作为一种商业运作手段本无
可厚非袁但如果陷入低俗尧恶意炒
作尧 有碍公序良俗甚至违法违规
的泥淖中袁 即使一时间获得了关
注袁 最终也必将自损且极大地损
害行业形象遥 此次乔碧萝事件就
是一个例证遥 而以炒作的方式去
博取眼球尧获得热度袁也从侧面说
明直播行业需要一个更健康尧完
善的主播培训机制遥

直播行业要行稳致远袁 或许
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优化袁 但无
疑野包装出的乔碧萝们冶还应再少
些遥对此袁直播平台的责任绝不仅
仅是野一封了事冶袁而要积极承担
主体责任袁 对直播内容要全程在
线审核且要更加严格遥 主播公会
也要加强对主播的合规性培训袁 加强价值引
导袁引导规范主播言行遥主播们也要认清现实袁
在直播行业中如今靠哗众取宠尧炒作走红的越
来越少袁消费者不再为炒作行为买单袁直播还
是要靠真本事遥 只有多方共同努力袁才能真正
净化直播行业袁打造清朗网络空间遥 张冬梅

日前袁据叶钱江晚报曳报道袁杭州江
干区曙光之城小区的郭女士称袁小区里
领垃圾袋的机器换了袁原来是刷卡领取
的袁从 7月份开始要先下载安装 APP才
能领垃圾袋遥郭女士发现安装的 APP不
仅要开放手机通讯录尧照片库等涉及用
户隐私的权限袁注册时也需要与手机号
和家庭住址绑定遥 不少业主质疑院野我的
个人隐私袁就值一卷垃圾袋钥 冶

近年来袁许多地方为了推行垃圾分
类袁想了不少办法袁其中就包括免费发
放垃圾袋遥 杭州这种智能垃圾袋发放
机袁就是由街道主导尧社区配合袁组织企

业在各个小区进行安装遥 野垃圾袋换隐
私冶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袁以为是有关
部门授权发放垃圾袋的企业收集用户
信息数据遥 出于隐私泄露的顾虑袁一些
居民拒绝开放手机权限袁主动放弃领取
垃圾袋袁这显然不利于垃圾分类工作遥

从报道来看袁该 APP至少存在两处
违规遥

其一袁涉嫌过度收集信息遥 我国叶网
络安全法曳第四十一条规定袁网络运营
者收集尧 使用个人信息袁 应当遵循合
法尧正当尧必要的原则袁公开收集尧使用
规则袁明示收集尧使用信息的目的尧方

式和范围袁并经被收集者同意遥 网络运
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
个人信息遥 手机通讯录和照片库等袁都
属于用户的个人隐私袁 与领取垃圾袋
无关遥

其二袁涉嫌变相强迫授权遥 今年 1
月起袁中央网信办尧工信部尧公安部等
部门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 APP 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袁 明确
要求野不以默认尧捆绑尧停止安装使用
等手段变相强迫用户授权冶遥 然而杭州
这款垃圾袋发放 APP袁 用户一旦选择
拒绝开放隐私权限袁 安装过程就会立

即停止袁 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要挟用
户袁属于专项治理的对象遥

野垃圾袋换隐私冶 不能止于公众的
质疑猜测和企业的自说自话袁有关部门
必须介入调查袁给公众一个说法遥 根据
叶网络安全法曳袁网络运营者尧网络产品
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侵害个人信息依法
得到保护的权利的袁由有关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袁视情形处以警告尧没收违法所
得尧罚款袁直至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
营业执照遥 只有提高违法成本袁加大处
罚力度袁才能倒逼网络运营者敬畏个人
信息袁恪守法律边界遥

荨日前袁河南省新乡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 3起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袁其中 1起是辉
县市南寨镇后地村村委会主任侯桃安违反工作程
序袁不严格落实上级扶贫政策问题遥 2016年袁侯桃
安在识别贫困户和危房改造工作中袁不严格落实扶
贫政策袁 违反贫困户和危房改造对象识别程序袁并
指使他人伪造贫困户民主评议会议记录和野四议两
公开冶会议记录袁致使该村 3名不符合条件的农户
领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共计 1.9万元遥 此外袁侯桃
安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遥侯桃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遥 这正是要要要脱贫攻坚耍花样袁弄虚作假民心
伤遥 违规违纪当惩戒袁公开曝光促担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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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野黑色恐怖冶袁挑战野一国两
制冶原则底线袁试图将香港拉入沉沦
的深渊袁一段时间来袁香港一些极端
激进分子在违法作乱路上肆意狂
飙袁其穷凶极恶面目尧其卖港卖国嘴
脸袁已经不加掩盖尧昭然于世遥

极端激进分子自有其思维逻
辑尧行事逻辑尧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逻
辑遥 火中取栗尧乱中求胜袁他们要打
的如意算盘袁就是以反修例反野一国
两制冶袁以挑战香港法治秩序挑战基
本法和中央政府权威遥 将香港市民
拖入水深火热中袁 把香港置于危险
境地中袁使国家陷入内忧外困中袁是
他们策划的方案尧实践的路径尧兑现
野心的方法论遥他们还天真的认为袁
市民会甘于被利用尧 特区政府会怯
于去反制尧 国家会经不起这样的折
腾遥他们释放出内心的魔鬼袁活在狐
朋狗友的小圈子和自己幻想的世界
中袁 却不知他们螳臂挡车一样邪恶
微弱的力量袁在法治意志尧市民意志
和国家意志前不堪一击遥

给予他们错觉的袁 除了他们自
己的无知袁还有那些野有心人冶的怂

恿遥外部势力与他们一样袁都如苍蝇
般喜欢逐臭袁 都有巧合并惊人的窥
伺能力遥 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是他们
的最爱袁他们以各种野糖衣炮弹冶招
揽所谓野义士冶充当死士袁最善于在
制造动乱后丢弃棋子袁 在丢弃棋子
后收割属于他们的利益遥

期待极端激进分子觉醒已经不
现实遥在暴力荷尔蒙的控制下袁他们
已经成为了自己心魔的奴隶尧 受人
摆布的傀儡袁 在发起一次次触目惊
心的冲击事件后袁恶行斑斑尧负债累
累袁浑身散发出罪恶的气息遥此刻能
拯救他们的袁唯有拿起法律武器尧敲
下正义之锤袁 让他们用应该支付的
惨痛代价完成救赎遥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是不二法门遥
暴力若继续蔓延袁更多人将身心受害
并裹挟其中曰乱局不收拾袁更多野黑色
恐怖冶将吞噬光明袁让邪念放纵滋生遥
止暴正是香港目前局势下最紧迫的
任务尧压倒一切的任务袁也是端正香
港未来局势尧永续香港繁荣稳定的一
个长期任务和战略性指针遥以止暴制
当下之乱袁以惩戒警未来之人袁关乎

当下袁关系长远袁是在香港严峻现实
下所能作出的最好的决断和举措遥

警方行动起来袁 爱国爱港力量
行动起来袁香港需要世人知道袁这里
自由之都不是犯罪天堂袁 是繁华之
都不是暗黑之城遥 每个人都已经感
受到黑暗侵袭袁 每个人都应当高声
呵斥尧倾力抗争袁为阳光披荆斩棘袁
为正义保驾护航遥 想想几个月前的
和谐安宁袁 念念二十二年来的岁月
静好袁当上班也被阻拦尧拒接传单也
受凌辱袁 当作为普通市民穿什么衣
服也要发愁尧 身为中华民族一员也
遭到恶毒式侮辱袁还有别的选择吗袁
还能继续忍受吗钥站出来袁站到止暴
制乱一线尧前线袁自己才能享受祥和
里的小确幸尧追逐时代下的香港梦袁
更何况这还关乎安全和尊严遥

守护香港就是守护家园尧 守护
自己尧守护未来遥香港不能再乱下去
了袁野沉默的大多数冶 不能再沉默下
去了遥止暴制乱袁形成合力才能事半
功倍袁驱除野黑色恐怖冶袁大家都要动
起来遥 这是为了香港袁 也是为了自
己袁为了自己的下一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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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暴制乱，

“沉默的大多数”不能再沉默
阴张庆波

“垃圾袋换隐私”需要有个说法
阴张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