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不少孩子来说袁 每年暑期是
放松身心的日子袁 也是容易放松警
惕的时段遥 近日袁 中央网信办启动
野清朗窑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
治冶专项活动袁聚焦直播短视频平台
涉未成年人问题尧 儿童不良动漫动
画作品问题尧网络野饭圈冶乱象问题
等 7 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突出问题袁 为营造未成年人良好
上网环境袁 有效解决网络生态突出
问题袁主动亮剑尧重拳出击遥

野严禁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
直播冶野坚决清理散布暴力血腥尧暗
黑恐怖尧教唆犯罪等内容的耶邪典爷
视频冶野整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
资尧高额消费尧投票打榜尧互撕谩骂尧
拉踩引战尧刷量控评等耶饭圈爷乱象冶
噎噎一条条雷厉风行的举措袁 针对
的正是当下一个个广为诟病的网络
乱象曰不断加码的处置处罚力度袁体
现的正是保持 野零容忍冶 的鲜明态
度遥

近年来袁 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事件时有发生遥 野未成年孕

妈冶 的现象袁野3 岁女孩因吃播喂到
70 斤冶的新闻袁小学生直播跳性感舞
蹈求打赏的视频袁 诱导未成年人自
杀约死尧 拍摄交易色情低俗视频的
群组噎噎从炫富拜金尧 奢靡享乐的
价值取向袁到色情低俗尧血腥暴力的
文化导向袁从人身攻击尧恶意举报的
不法行径袁到挑动对立尧侮辱诽谤的
不良行为袁 这些乱象荼毒的是孩子
的精神世界袁 危害的是国家的前途
未来遥 由此而言袁为未成年人的网络
世界保驾护航袁 是为了孩子健康成
长的主动作为袁 也是对社会疾呼的
有力回应遥

有人或许会说院野信息时代袁流
量为王遥 冶但是袁比流量更重要的是
成长的质量袁 比打赏更需要关注的
是品德的鉴赏遥 倘若为了博取粉丝
的欢心袁就要侵蚀未成年人的身心袁
这样的代价显然谁都无法承受遥 互
联网虚拟世界繁花与杂草共生袁未
成年人精神世界现实和梦想折叠遥
此次专项整治的目的袁 正是为了守
护孩子澄净的精神天空袁 免受网络

不良风气的侵染遥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扫除阴

霾尧荡涤乱象袁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之
举袁也是全社会的应尽之责遥 孩子是
成长的主角袁有必要增强认识尧拒绝
诱惑曰家庭是成长的环境袁有义务加
强教育尧保证导向曰平台是成长的助
力袁有责任堵塞漏洞尧保护权益曰社
会是成长的舞台袁有能力价值引导尧
综合防范遥 无论如何袁对那些危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必须露头就
打尧从严从重处理袁如此才能织牢保
护孩子的安全网袁 也为所有人营造
更为文明尧健康尧向上的网络环境遥

在事关未成年人成长的问题
上袁 严管严控是最好的保护遥 不久
前袁 针对一些知名网络平台传播儿
童软色情表情包尧 利用未成年人性
暗示短视频引流等问题袁 网信部门
依法约谈尧责令整改尧全面清理尧实
施处罚遥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
是一阵风袁 而是一件久久为功的大
事遥 向这些乱象说野不冶袁要严于暑
期袁更要严在平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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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袁 河南暴雨成
灾袁 让全国的目光聚焦在
中原大地袁也让野风雨面前
一起扛冶 的人间大爱书写
在中原大地遥 其中袁一份命
名为野待救援人员信息冶的
线上文档在网络传播袁刷
屏朋友圈遥 短短 24 小时之
内袁这份文档已有 250 多万
次访问量袁1000 多条关于
河南洪灾的求助信息和救
援力量一起涌入这份文
档遥 从最开始的一个小小
表格袁 到民间救援信息收
集对接的平台袁 这份在线
文档被网友称作 野救命文
档冶遥

这是与时间赛跑尧与
灾情较量的生死竞速遥 文
档创建第 1 个小时袁录入尧
核实求助信息曰 第 3 个小
时袁野什么都看不清冶野水已
经到胸了冶 野没有地方站
了冶袁求助者越来越多曰第 4
个小时袁加入功能 sheet野可
提供支援场所冶曰第 6 个小
时袁首个野成功救援冶出现
噎噎一 条 条 关 乎 生 命 的
野编辑冶袁 一次次键盘敲击
的野转发冶袁犹如虚拟世界
的一道道光束袁 汇聚成救
援希望的星河遥 在滔滔洪
水的危难关头尧 漫天风雨
的无助时刻袁 这样的信息
对接尧 供需匹配显得格外
动人袁让人倍感温暖遥

这是相信奇迹尧 创造
奇迹的救援接力遥 在野救命
文档冶里袁每一次信息的发
布尧每一个条目的更新袁背
后映射的都是救援行动尧
关爱举动的给力遥 当发高
烧的女生尧 84 岁的老人被
成功救援袁 当被困一天没喝水的小宝宝得到
了救助袁 当被困几小时待产的孕妇被送到了
医院袁守在屏幕前的野无名之辈冶一次次被振
奋尧一次次被感动遥是的袁他们做到了浴再平凡
的善举袁只要汇聚在一起袁就是信心和力量袁
就能成为奇迹的宠儿遥从虚拟世界的野救命文
档冶放眼暴雨中的向险而行尧洪水中的逆流而
上袁就能深刻懂得为什么一方有难尧八方支援
总是我们义无反顾的坚定选择袁 为什么同舟
共济尧 守望相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文
化基因遥

这是主动作为尧 救灾有我的青春担当遥
野救命文档冶 的创作者是在上海读研的河南
籍大学生袁出于为暴雨中的家乡做点事的初
心袁 与 30 多位同学发起了这场无声而有力
的救援大接力袁 腾讯文档技术团队 24 小时
轮班值守确保文档稳定运行遥 事不避难袁义
不逃责袁只求尽心尽力袁在这帮年轻人身上袁
我们又看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写下野不
计报酬尧不畏生死冶请战书的野90 后冶的叠
影袁又看到了抗击洪涝灾害中身先士卒筑起
野钢铁之堤冶的年轻党员的重影袁又看到了脱
贫攻坚战中以热血赴使命的年轻干部的镜
像遥 有这样的青春之肩袁定能扛起民族复兴
的明天遥

这是创新驱动尧科技进步的技术赋能遥 小
小文档大显身手袁 竟能汇聚如此强大的救援
力量袁 让人们将更多目光投向暴雨洪灾中的
硬核科技遥 翼龙无人机成功让受灾村镇恢复
5 小时的通信信号袁野河南暴雨积水地图冶提
供避灾信息袁野城市大脑冶快速启动袁救生机器
人尧 机器人水泵活跃在抢险救灾现场噎噎这
是祖国科技实力不断突破的结果袁 也见证着
始终如一的为民坚守遥正如网友所言院困难面
前袁你永远可以相信祖国浴暴雨中的科技力量
有多硬核袁这份野不惜一切代价尧克服重重困
难冶的努力就有多温暖浴

洪水滔滔袁爱如潮水遥 灾难压不倒我们袁
只会让我们更强大曰磨难阻挡不了我们袁只会
让我们前行的脚步更坚定袁因为野救命文档冶
再小再普通袁也矗立着一个大写的中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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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流量更重要的是
孩子们成长的质量

阴向学笙

预约出游，为旅途添彩
阴王 珂

暑期到来袁 很多景区又迎来了
游客高峰期遥 一些细心的游客发现袁
与前些年相比不少景区排队买票的
现象少了袁参观秩序也好了很多袁这
很大程度要归功于预约出游遥 近年
来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袁
手机点一点尧 提前订门票的预约出
游袁渐成一种新风尚遥 尤其是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袁 互联网预约出游
不仅成为保障安全尧 有序出游的重
要管理手段袁 也成为景区实现精准
化尧智慧化管理的有效方法遥

预约旅游的纵深推进袁 离不开
政策与实践的共同发力遥 就政策来
看袁从叶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的意见曳到叶关于深化野互
联网+旅游冶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曳袁再到叶野十四五冶文化和旅
游科技创新规划曳袁野预约冶都是其中

重要的关键词曰就实践来看袁各大景
区尧 相关旅游企业都在积极探索和
布局预约旅游遥 以贵州安顺黄果树
瀑布景区为例袁以往每逢节假日袁排
队买票尧 入园的游客便挤满了景区
售票处和入口遥 如今袁景区实行分时
段实名预约参观袁 很好地疏导了高
峰客流袁有效改善了游客体验遥 可以
说袁预约旅游正被社会各方所接受袁
成为大势所趋遥

预约出游不仅给游客带来实实
在在的便利袁 也为景区创造了发展
新机会遥 在智慧旅游的大背景下袁互
联网预约购票系统沉淀出客流标签
化大数据遥 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析袁 景区可以更加精准地感知游客
需求袁 进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和服务袁 制定更有效的营销推广策
略遥 比如袁景区通过对游客来源地数

据的分析袁 根据不同地区游客在不
同月份的到访人次袁 推出更符合游
客口味的餐饮服务遥 再如袁通过对客
流大数据的分析袁 可以更好地开发
多元化旅游消费服务袁 帮助一些景
区摆脱野门票经济冶袁实现更加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遥

与此同时袁 和游客的实际需求
相比袁我国预约出游的普及率和便利
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遥 有调查显示袁
我国景区门票线上化率尧服务数字化
程度都有待提高遥 还有一些景区袁门
票预约服务虽然已经线上化袁但相关
硬件设施和配套服务不完善袁消费者
通过手机查询预约尧购票等信息的便
利度还不够袁影响了人们预约出游的
实际体验遥当前国内旅游者消费升级
意识明显袁如何让预约旅游更好服务
游客尧激发市场主体能动性袁不断推
动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袁相关工作还
需要不断积极探索完善遥

对于旅游景区来说袁 拥抱新技
术容易袁 但还要在细节方面下功夫遥
门票销售从线下转到线上袁不仅需要
重建一套销售信息系统袁还要对景区
工作人员开展相关培训袁也要安排工
作人员帮助老年游客等特殊游客进
行预约袁减少因购票方式变化带来的
不便遥在为游客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同
时袁 也要切实做好数据安全工作袁防
止游客隐私数据泄露袁让预约出游给
人们的旅途添彩不添堵遥

当前袁 我国旅游市场正加速复
苏袁提升旅游体验是关键发力点遥 无
论是景区实现游客的科学导流袁还
是用好预约数据为品质服务锦上添
花袁大力推广预约出游都是非常有效
的一招遥政府相关部门尧景区尧平台和
游客形成合力袁共同推动预约旅游更
加普及袁才能让旅途更安心尧放心袁
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