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9．8.13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环
保

网友留言：

过半网友认为网络暴力源于
“网民缺乏评判和道德意识”

7 月份
全国 2501.9 万人次受灾

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对 2019 年 7 月全国
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会商分析。经核定，7 月份各种自然
灾害共造成全国 2501.9 万人次受灾，154 人死亡，31
人失踪，133.4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点评：七 、八月是洪涝、台风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高发期， 在地的社区的救灾类社会组织需要更多的
支持。

残疾人托养服务
有了首个国家标准

据新华社消息，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展
残疾人托养服务将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进行。 7 日，
中国残联、民政部等共同对《就业年龄段智力、精
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 的有关内容
进行发布， 这是我国残疾人服务领域出台的首个
国家标准。

点评：国家标准的出台将规范残疾人托养服务机
构的运作，为残疾人带来更多优质的服务。

中国游客
在泰国骑大象人数下降 13%

8 月 12 日，在第 8 个“世界大象日”前夕，世界动
物保护协会发布全球游客参与野生动物旅游娱乐活
动的态度和行为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近三年中国游
客在泰国骑大象人数下降 13%，观看大象表演人数下
降 26%。

点评：和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相比 ，中国游客实际
参与行为下降的比例非常显著。 在各类动物保护组织
的努力下，游客对于野生动物旅游娱乐活动伤害动物
的认知不断提高。

上海完成
1.7 万个垃圾分类投放点改造

据中新网消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
实施以来， 上海市已完成 1.7 万个分类投放点改造和
4 万余只道路废物箱标识的更新。 全市配置及涂装湿
垃圾车 1088 辆、干垃圾车 3197 辆、有害垃圾车 80 辆
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 154 辆，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务
点 8778 个、中转站 138 个、集散场 8 个。

点评：垃圾分类要想真正取得进展 ，就必须对整
个垃圾回收链条进行全面改造。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8月 10日 雪松国际信托 120万元 为贫困山区建篮球场 广东省书豪李群体育事业公益
基金会

2019年 8月 11日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元 抗灾抢险及灾后重建 浙江温州、温岭两地台风灾区

2019年 8月 11日 青山实业 600万元 台风灾后重建 永嘉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8 月 6 日至 2019 年 8 月 11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8 月 11 日 ，在浙江省临海市 ，救 援队在转移
伤病人员 。 受超强台风 “利奇马 ”引发的强降雨等
天气影响 ，浙江省临海市内 涝 严重 ，有 关 部门 和
各种救援力量正尽全力抢险救灾 。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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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千金 ：这些躲在
互联网背后的 “键盘侠 ”，
有几个敢于真正面对自
己的内心 ，面对这个真实
的世界？ 消除网络暴力就
是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
从重处理，以儆效尤。

一片小树叶 ：我希望
那些参与网络暴力不亦
乐乎的换位思考 ：如果被
喷被伤害被辱骂的是你
的亲朋好友 ，甚至就是你
自己 ，你该怎么办 ？ 承受
指数几何？

园丁一凡 ：相关教育
的基础性缺失 ，也是导致
网络暴力泛滥的罪魁祸
首 。 重要的事说三遍 ：教
育！ 教育！ 教育！ 而且是
从小的教育！

� � 1、你认为网络暴力是怎样一种表现？
A、情绪发泄 34%

� � B、盲目无意识跟从 30%
� � C、部分人的自我表现和炒作 21%
� � D、自认为是“正义感”的突然爆发导致失控 15%

� � 2、当你遭遇网络暴力时，会采取何种方式应对？
A、直接对骂，毫不客气地怼回去 25%

� � B、法律手段解决 43%�
� � C、不予理会 24%�
� � D、想其他办法回击报复 8%

� � 3、你认为网络暴力盛行是谁的责任？
A、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15%

� � B、网民自身缺乏评判和道德意识 51%� �
� � C、相关网络运营公司的管理缺陷 21%
� � D、现行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13%

� � 4、你认为哪种方式制止网络暴力最有效？
A、加大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力度 24%

� � B、制定详细有效的法律法规 46%
� � C、加强抵制网络暴力的教育和宣传 22%� �
� � D、只能靠网民自觉自律，并无根本解决办法 8%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 网民纷纷通过社交媒体表达
自己的意见， 公共领域话语丰富
性与日增多的同时， 也形成群体
极端化下的网络暴力———即网民
利用网络手段营造舆论， 对他人
进行道德审判和语言攻击、辱骂，
甚至通过“人肉搜索”暴露个人隐
私， 从而对当事人的生活产生直
接且恶劣的影响。

近年我国与网络暴力有关
的知名事件包括“艳照门”“高跟
鞋虐猫”“江歌案”“陕西产妇坠
楼”“王凤雅事件”“南京摔狗事
件”等。

有专家指出， 教育缺位是造
成“网络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在信息伦理道德、心理、
性等方面的教育， 低龄网民在虚
拟的互联网中缺乏对事物的判断
能力， 对吸引眼球的问题往往人
云亦云，没有主见。

年轻网民的意识形态有待完
善，价值观、情感因素和认知水平
尚欠缺， 对有强烈煽动性的文字
往往缺乏较好的分析能力， 其网
络行为表现为盲从、 扭曲、 过度

“英雄主义”， 对现实与虚拟的界
线模糊不清， 不能预见自身行为
带来的后果。

于是， 在网上出现很多缺乏

思考的、不负责任的、不理智的言
论，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不仅给当
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
往往是在真相大白后， 那些当初
热血沸腾的“键盘侠”们才知道自
己最初的判断有误。

其实， 我国已经出台了对计
算机网络中信息内容制约的相关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第一
章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 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
事危害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和公
民合法利益的活动， 不得危害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 ”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
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规定的不得
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
传播的信息中就包括： 捏造或者
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
序的；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的等。

尽管已有相关法律条款对
“网络暴力” 做出了基本约束，但
近年来网络暴力不但没有消减，
反而时常会在遇到一些热点事件
时屡屡高调抬头。 究其根本，还是
在于网络的特殊性。

由于网络虚拟、匿名等特点，
网民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自己的
真实情况， 他们在网上的行为全

靠自律，这种情况下，法律法规的
制约力度就大打折扣。 在匿名环
境下， 对相关案件的调查取证困
难重重， 很多案件甚至根本无从
调查，以上综合因素导致了“网络
暴力” 事件应运而生且有愈演愈
烈之势。

网络霸凌、 网络暴力已经成
为当下网络环境中日趋严重的现
象，对网络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甚
至对社会产生诸多不稳定因素。

为了解广大网友对网络暴力
的认知和态度，《公益时报》 联合
问卷网、凤凰网发起本次益调查：
“网络暴力”缘何屡禁不止？

调查显示， 三成多的网友认
为网络暴力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还有三成网友觉得网络暴力纯属
于某些网友盲目无意识的跟从。

43%的网友遇到网络暴力采
取“用法律手段解决”的方式，近
三成的网友则表示会“直接对骂，
毫不客气地怼回去”。

关于“网络暴力盛行究竟是
谁的责任”这个问题，超过五成的
网友认为是“网民自身缺乏评判
和道德意识”。

近五成的网友觉得， 必须尽
快制定出详细有效的法律法规才
能有望促使该问题得以改善和逐
渐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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