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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部制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明确禁止了
拦截列车、强行上下
车、攀爬或者跨越围
栏、护栏、护网、站
台门等危害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的行为。“规
定”7 月 1 日实施后，
此类可能危害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安全的乘
客将被记入“不良记
录”信息库。 □王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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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体调查多家手机维修商户发现，多
数二手手机在信息删除、甚至恢复出厂设置后，也
能实现电话簿、照片等隐私数据的恢复，网上也存
在不少网络软件销售商兜售数据恢复软件。有收
售二手手机的贩子在网上以一毛钱一条的价格打
包出售机主信息。

二手手机隐私信息在删除后，却遭到非法恢
复和泄露，不仅给用户造成隐私困扰，还诱发电信
诈骗、隐私数据非法倒卖等，埋下信息安全隐患，
不可不防。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从2014年至今
的废旧手机存量累计约 18.3 亿台，预测今年和
2019年手机淘汰量将分别达到4.61亿台和4.99亿
台。很多用户担心不规范的市场环境导致隐私泄
露，不愿意将闲置手机卖掉，隐私信息安全问题如
果不解决，二手手机的回收交易会受到严重阻碍。

二手手机只要没有物理损坏掉，隐私信息恢
复难度并不大，通过专业软件即可办到，之所以
如此简单，则是智能手机系统在删除数据时，并
非直接抹除，而是先采取删除标记，等到新数据
覆盖旧数据，才完成所谓的“删除”。这样就给
数据恢复留下机会，只要手机数据没有被彻底抹
掉或覆盖掉，就可通过软件重新识别、恢复出
来。因此，要想让手机数据完全删除掉，就需要
用专业的文件粉碎机软件，或者用大数据文件反
复擦写、覆盖，才能保障旧数据被删除、覆盖掉，防
范被非法恢复。

但是，绝大部分用户属于技术“小白”，并不掌
握手机数据的完美删除技巧。因此，从
保障用户信息安全的立场看，工信部应
制定强制性标准，要求厂商通过内置软
件或者售后服务的形式，免费提供数据
删除服务，在得到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将
数据彻底销毁掉，并确保隐私信息数据
被删除后，不会再被软件恢复出来。

同时，要加强二手手机回收处理的
规范化管理，制定严格的回收流程。要
求回收商在处置用户二手手机时，先行

彻底删除内部数据，不得未经用户同意进行备份，不得
将用户隐私信息非法倒卖，如有违规就要接受处罚。
假若因隐私信息泄露给用户造成严重影响，则应依法
追究回收商的法律责任。 □江德斌

江苏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
卫生计生委、省安监局、省总工会日
前下发《关于做好高温津贴支付有关
工作的通知》，调整了江苏省高温津
贴标准。从6月1日起，江苏省高温
津贴标准从原来的每月 200 元调整
到每月300元。

进入 5 月，天气越来越热，每年
都受到舆论关注的高温津贴也再次
成为热点话题。近日，多地发出劳动
保护动员令，如上海市总工会发出紧

急通知，要求全市 600 家已建户外职工爱心
接力站，确保户外职工找得到点、进得了门，

要求户外爱心站做好高温接待；山西则提醒
用人单位，发放高温津贴要遵章办事，谨防落
入误区……

对于一直未变的高温津贴标准，应该适
当上调了。要看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户外
劳动者还要在更为严酷的高温天气下作业，
而劳动者流的血汗却还越来越廉价，所以多
年不变的高温津贴标准，正是对户外劳动者
持续加码的伤害。

除此之外，像高温津贴执行难、落实难，
都是存在多年的问题。不管是高温津贴标准
多年不变，还是执行难、落实难，都在于高温
津贴的尴尬身份所致。

高温津贴是岗位津贴，本应随着工资相
应调整，但高温津贴并没有被纳入工资范畴，
独立于工资之外，这也让高温津贴成了容易
被忽略与忽视的劳动补偿，高温津贴成了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的

“额外恩赐”。
要改变高温津贴落实难问题，需要各地

重视起来，此次多地发出劳动保护动员令，
就是对高温津贴落实难问题的最好解答。具
体而言，还需要各地职能部门加强对用人单
位的监管与监督，实行相应的惩处制度；在
高温天气，相关部门要能下到一线、下到基
层，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为劳动者排

忧解难。同时，还应该改变高温津贴独立于
工资之外的现状，要让高温津贴与工资挂
钩，对于不给劳动者发放工资的行为，视同
为克扣劳动者工资的违法行为，予以追究相
应的法律责任。这也能让高温津贴随同工资
一起调整，多地高温津贴多年不变的困局也
能得以打破。

现在各地高温模式才进入预热状态，希
望能有更多地方重视并解决高温津贴的落实
难问题，并做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要能形
成长效机制，让高温津贴不再成为相关部门
和劳动者的“烫手山芋”，而能成为劳动者真
正拥有的法定权益。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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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三十
一个世界无烟日，主
题 是 烟 草 和 心 脏
病。中国疾控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国
家心血管病中心等9
家 单 位 共 同 发 布
2018 年世界无烟日
核心信息：即使每天
只抽一支烟，也会使
男性冠心病风险增
加 74% ，女 性 增 加
119%。 约 12%的 心
脏死亡归因于烟草

使用和二手烟暴露。
吸烟有害健康，几乎人所

共知，但吸烟具体有什么危
害？知晓率并不高。以烟草
和心脏病为例，我国成人中知
晓吸烟导致中风和心肌梗死
的分别只有 31%和 42.6%，在
世界各国处于较低水平。然
而，很多人对吸烟和二手烟危
害存在大量的错误认识，吸烟
行为广泛流行，52%的男性吸
烟，青少年吸烟率为6.9%，尝试吸烟率19.9%，
青年、女性吸烟率有上升的趋势，形成了庞大
的烟民群体。

让烟害家喻户晓，最有效的方式是警示
图片上烟包。激励吸烟者戒烟，劝阻未吸烟
者不要吸烟，图形警示烟盒是全民最好的“戒
烟读本”。这既是对公众知情权和健康权的
尊重，也是世界控烟的潮流。

然而，警示图片上烟包，在我国却面临尴
尬。我国现行的烟盒包装经历三次“变
脸”，但目前只是标注吸烟有害健康，难以
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而我国出口到其他国
家的卷烟，则入乡随俗，在烟包上印上大幅
警示图片。卷烟包装实行国内国外两套标
准，问题出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机
制上。原先的履约机制规定，烟盒包装设计
主要由烟草企业说了算。值得欣慰的是，在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 履约领导小组的职能被重新划
归，使得履约领导小组进入健康维护方、新
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加强履约
机制建设重大的进步，相信能避免之前的尴
尬局面。

当然，烟民吸烟率的下降，单靠警示图片
烟盒是不够的，控烟还需社会共治，特别是无
烟立法的推进。当前，北京、上海、深圳等22
个城市都有了无烟立法，但一直没有全国性
的无烟立法。而每次城市无烟立法，也往往
会遇到各种掣肘。最近，某地修改控烟立法，
在草案中保留了部分场所室内可以划定吸烟
区或设置专用吸烟室的规定，没有实现室内
公共场所全面无烟。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立
法草案修订稿中的这一规定，与《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第八条实施准则不符，与健康中国理
念相悖。未来，加速推进控烟进程，还需要社
会共治，让禁烟做到全覆盖。 □王君平

网络募捐帮助很多人的同时，也
会引发质疑。去年一个名为“同一天
生日”的爆款网络募捐活动就被有关
部门叫停。网络募捐因其门槛低、传
播广、效率高等特点，改变了传统的
慈善募捐形式，然而一些乱象的存在
却会透支人们的爱心和信任。

仔细剖析那些导致争议的网络
募捐事件，问题症结大多可以归结到
求助事实的真实性和募捐善款如何
处理这两点上。

一方面，互联网是虚拟空间，公
众判断的依据只能凭借求助人发布
于网上的信息。为了博取同情，许多
网络募捐信息都诉诸情绪渲染，背后
的真实性却无从考证。这让一些求
助动机不纯的人借机夸大、编造事
实，结果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减少了
被救助的机会。

另一方面，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募
集的善款，无一例外都是捐赠人为了
特定救助目的而慷慨解囊，这意味着
所得善款必须专款专用。然而，现在
一些受捐赠人有种误解：善款一旦到
手，就成了可以随意支配的财产，并
不一定非得专款专用，而一笔笔糊涂
账也常常让爱心人士“很受伤”。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度上的及
时回应尤为必要。2016年通过的慈善
法明确要求保障募捐对象的知情权，
规定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
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2017年7月
30日，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
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
理规范》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对募捐
主体、募捐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社会
监督、评价退出机制等作出明确规

定。在“互联网+”深度普及的今天，网
络募捐也会随之发展，而近年来不论
是在国家立法层面，还是有关责任部
门的监管层面，都在积极调整对策。

对于网络募捐来说，所有
信任最终都来自透明。除了
进一步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各
类公益平台作为慈善募捐推
向社会前的“守门员”，无论是
审核求助资料的真实性，还是
跟踪监督善款去向，都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慈善本就是一颗颗爱心
的汇聚，互联网为慈善事业发
展提供了更多动力、更大平
台。网络募捐作为新事物，只
有及时化解成长的烦恼，才能
把好事办好，让爱心在阳光下
得到悉心呵护。 □张璁

全省职工读书征文大赛启事
为贯彻落实陕西省总工会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九次全委（扩大）

会议精神，激发广大职工的读书热情，促进职工读书活动深入开
展，给全省职工搭建展示读书成果的平台，陕西工人报社、中铁二
十局集团工会共同举办“庆祝中国铁建成立 70周年”全省职工读
书征文大赛活动，现向广大读者征稿。

稿件要求：讲述自己或身边人的读书故事，也可讲述阅读一本
书的体会或感悟等，1500字以内；没有在纸质或网络媒体上发表
过；自行校对，宋体四号字排版；稿件末尾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单
位、通联地址、联系电话和身份证号码。

投稿方式：使用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送至征文大赛邮箱：
496500807@qq.com。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奖金2000元、颁发获奖证书）；二等奖6

名（奖金 1000元、颁发获奖证书）；三等奖 10名（奖金 500元、颁发
获奖证书）；优秀奖20名（颁发获奖证书）。

■回望经典■

一直很好奇，沈从文年轻的时候
喜欢读什么书？他有没有书单？一
查，还真有。他在 1935年 6月的《青
年界》上发表了一篇《我年轻时读什
么书》，那一年他33岁，在他的书单上
列了三种书。

沈从文说他第一次对于书发生
兴味，并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我
那时已读完了《幼学琼林》与《龙文鞭
影》，《四书》也成诵。这几种书简直
毫无意义。”而之所以喜欢读医书，是
因为好玩、实用。“从医书中我知道鱼
刺卡喉时，用猫口中涎液可以治愈。
小孩子既富于实验精神，家中恰好又
正有一只花猫，因此凡家中人被鱼刺
卡着时，我就把猫捉来，实验那丹方
的效果。”在医书里，沈从文还学会了
一些偏方，并试着做过实验，从而记
住了不少药性和病名。

如果说第一种书是科学的兴趣
引导，那么沈从文喜欢的第二种书
却是实实在在的神话——《西游
记》。“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
一面种种的美丽。这本书混合了神
的尊严与人的谐趣，一种富于泥土
气息的谐趣。当时觉得它是部好
书，到如今尚以为比许多堂皇大著
还好。”沈从文还以许多读者喜欢的
《项羽本纪》为例，说西楚霸王只能
活在书生脑子里，而《西游记》里
的“猪悟能”虽是神话人物，却是
很可爱的活人。

第三种书是一本兵书，“上面有
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各种火器的图
说，看来很有趣味”。但是因为看这

本书，却看“掉”了沈从文的世袭将军
梦。他在通读此书后发现自己体力
不够统治人，行为不想受到拘束，且

“孙子兵法”太过玄远，索性决定放弃
将军梦，回到更喜欢的当前生活，做
一个自由人。

由沈从文的“书单”继续寻迹他
的阅读兴趣，发现他在这次书单之后
还做过一次文学书系点评。当时他
提到了良友公司所编的几本文学选
本颇为值得注意：《小说一集》（茅盾
编选）、《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小
说三集》（郑伯奇编选）、《散文一集》
（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郁达夫
编选）、《戏剧集》（洪深编选）。“就已
出的六本书材料分量说，笔者觉得这
种篇幅四百页到五百余页价洋七角
钱的书，已无可疵议。”

这套书的编选者可谓是名家云
集，可见出版社对于编选质量是有所
期望的。沈从文对这套选本总体觉
得满意，只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个人

意见，如：“茅盾选小说，
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
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
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
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
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
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
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
理。周作人选散文，大约
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
选远远的郭沫若不选较

近的朱自清，（正与郁（达夫）选冰心
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
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
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
相称（其实落花生不妨多选一点，叶
绍钧可以不选）。”应该说，沈从文是
看中这套选本的，因此给予真诚而客
观的意见。

同时，他在此文中还提到了关于
编书的一些注意事项也颇为有趣。
一是编选者的个人趣味不应该有损

选本的真正价值；二是编选者责任自
觉，应该极客观严谨；三是“编选者应
注意作者作品——尤其是作品的影
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从
所属团体或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
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四是“总其
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
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实事”；五是版
权问题，“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
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该给版税？”
应该说沈从文所言编书五点，至今仍
有价值。

从沈从文后来的文化研究可知，
他的读书既广博也庞杂，后来把马、
列、毛等大部头的文集都通读了至少
一遍。早在1937年初，他的读书兴趣
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如 1937年 1
月 1日的《宇宙风》“二十五年我的爱
读书”专栏即刊登了沈从文的文章，
他在文中列了两本书，李健吾的《福
楼拜评传》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沈从文对于借书很大方，似乎每
借出去一次就是一份福分的积累。
记得我到沈从文之子沈龙朱先生的
书房时，他也曾指着屋内堆积如小山
的书说，喜欢什么选一些，脸上满是
微笑。 □王道

近日，陕西作家、诗人田冲诗集
《守望家园》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
版。该诗集被列为“星星新诗实力诗
人”书系，是著名诗歌刊物《星星》诗
刊重磅推出的作品。

这本诗集收录了作者近些年创
作的现代新诗130首。诗作内容有对

祖国山河大地的吟咏，有对亲情爱情
友情的歌颂，有对革命圣地乡土故园
青春的怀恋和守望。一行行诗句，一
首首诗歌，吟诵着过往的日子，记录
着逝去的流年。 □杨志勇

季羡林说：“天下第一好事，
还是读书。”先生的话可谓至理
名言，像一座灯塔照耀着我一路
前行。

我是一个闲散的人，读书也
是顺其自然，不管什么书，只要
合了口味就信手拿来，津津有味
地阅读起来，大有“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之感。

即便如此，于我而言还是更
钟情于夜读。因为，夜深人静之
时，少了白日里凡事之扰，更能
全神贯注于书里的情节，分享作
者书写时的情绪与氛围。

爱上夜读，起始于年少。那时
还在村办小学上学，能读的书除了
课本之外，少之又少。忽一日，一个
在外地工作的大叔回老家看望父
母，带回一本文学月刊，我就央求他
留给我看。由于大叔只在家里逗留
一个晚上，所以我必须晚上去阅
读。那时老家还没通电，我就在一
盏煤油灯下埋头阅读起来。是什么
期刊，现在已记不起来，只记得里面
有一篇小说，是铁凝写的《哦，香
雪》。就是在那篇小说里，我认识了
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香雪，第
一次听说还有火车。外面的世界，

一下子在我的脑海里打开了，我
似乎也同那群女孩子一样，被新
鲜的东西吸引着、牵绊着。

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
梦想，决心读遍所有的好书。长
大后，视野开阔了，知道的事情
也多了，不禁为幼时的想法感到
好笑。天下好书汗牛充栋，岂是
一个人能读完的！

从此，夜读成了我的一个
习惯。每每夜幕降临，我或独
坐书房，或斜倚矮床，在明亮
的灯光下，进入书的世界，独

享阅读带来的乐趣。鲁迅作品中的
深邃尖锐，郭沫若作品中的激情迸
发，冰心作品中的轻快明丽，朱自
清作品中的生动细腻……无不使我
在夜的静寂中，倾听到来自灵魂深
处的回响。

多少个月明星稀的夜里，面对
一本本好书，我什么都可以想，什
么都可以不想，仿佛拥有了一本好
书，才成了真我。只要一书在手，
在字里行间穿行，与哲人促膝、与
伟人对话，诉说自己的心灵，万千
世界就会尽揽于胸。每当这个时
候，我仿佛置身于世事之外，成了一
个纯粹的我。 □程毅飞

田冲诗集《守望家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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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铁建成立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