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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粉丝小网红上热搜
“拒绝”
也是一种教育

媒体观点

淘汰黑心保姆得有“红黑名单”
□ 新华社记者 刘阳
近日一段育儿嫂多次殴打孩子的视频在多个社交平
台引发关注。孩子妈妈通过新华社客户端“全民拍”反
映，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对月嫂育儿嫂平台管理，把不良从
业记录列入档案，方便雇主查询。这位母亲的心声，折射
出群众对加快完善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期盼。
家政业信用缺失问题损害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扰乱了家政市场秩序，给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带来不
利影响。要在鱼龙混杂的家政市场里快速找到放心、合
适的人选，恐怕离不开用信用体系支撑起来的“红黑名
单”。商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建立的家政服务业信
用体系，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块需求，一些地方也构建
了以信用为核心的管理体系。但目前的体系还存在未实
现对所有家政服务企业和人员全覆盖、失信行为登记有
漏洞、
个人查询手续烦琐等情况。
谁都想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帮衬家务，家政服务员
对一个家庭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为了消费者更便捷地
能知情、
可查询，恐怕有关部门还得在现有信用体系建设
上拿出更多实打实的举措，让守信者更“红”，让失信者更
“黑”，
让“红黑名单”
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在大数据和信息化、
网络化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制
度设计者尤其要把“互联网+”的概念融入到信用体系查
询中来，在方便消费者查询拟聘请人员既往表现和保护
家政服务员个人隐私间，探索出清晰、安全、易操作的查
询模式，
解决“信息鸿沟”。
加快完善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仅给消费
者一个“放心”，更会推动家政服务行业走上良性循环的
健康发展之路。一份名单多方受益，
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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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一个人
成长过程中，
会遇到许许
多多的诱惑，
你要懂得什
么是真正需
要的，
什么是
暂时应该放
弃的，
这是一
种教育。

新闻漫评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一个偶然的机会，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
也难免心态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因为人的欲
11 岁的农村女孩赵心怡被发现有舞蹈天
望一旦被激活，就很难得到理性的控制。你
赋。她的妈妈用手机记录了孩子在自家院
必须去迎合广告商的需求，考虑怎么才能获
子跳舞的视频，并迅速走红网络。近日，
“11
得更大的流量、
更多的粉丝，这样一来，赵心
岁农村女孩院子里跳舞获百万粉丝”的话题
怡可能就不再是原来那个赵心怡，而是整个
登上了热门榜。赵心怡的妈妈表示，意外走
自媒体工业的一部分，
不可能不被改变。
红网络后，赵心怡也接到了不少广告邀约，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短视频兴起以来，
但都被拒绝了，目前已经拒绝了十几个广
很多人涌入了这个风口。在各大视频网站
告，
以后也不会让心怡直播带货。
上，
我们能看到大量这样的儿童视频，
化着浓
看完这个新闻，我特意上抖音看了赵心
妆，
摆着僵硬的姿势，
明显能看出是在成年人
怡小朋友的视频。清新、
自然、
舒展，有孩子
的指导下表演才艺或者讲段子。模样还是孩
的天真在其中。虽然从动作和姿态上来说， 子的模样，
但脸上却有成年人的世侩，
写满了
可能还算不上专业和标准，但肉眼可见的天
讨好的表情。这样的视频，我感受不到任何
赋摆在那里，走红是有道理的。安迪·沃霍
的娱乐性和趣味性，
只有利益驱动下的做作，
尔说过“每个人都有 15 分钟的成名时间”， 让人尴尬无比。更有甚者，孩子本身并不愿
这句话在网络时代变得尤为真实，这就是属
意，但家长出于商业目的强迫孩子在镜头前
于赵心怡的“15 分钟”，
或许更长。
表演，
很多小网红，
就是这样被人为制造出来
流量意味着机会，机会意味着可变现的
的。对此，
媒体曾经有过报道。
利益。赵心怡目前有 160 万粉丝，自然会吸
张爱玲是非常伟大的作家。但长期以
引广告商的注意。实话实说，很少有人能抵
来，我们中国人被她的一句话误导了太久：
挡住这样的诱惑。不偷不抢，凭本事挣的
出名要趁早。但她没有告诉我们，多早才叫
钱，谁会拒绝呢？但是，赵心怡的妈妈说
早？8 岁还是 18 岁？还是最好一出生就名
“不”，她表示，
“ 尽管家境一般，但钱无时无
满天下？极少数人天赋异禀，很小年纪就绽
刻都可以赚，名利有来就有去。孩子最重要
放了天才的光芒，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是资质
的这几年需要正确引导，现在接广告怕影响
平平的普通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
学习，
对孩子成长也不好。
”
取得有限的成功。所谓“出名要趁早”，常常
我其实并不能确定这位母亲以后会不
被异化成一种集体焦虑感，为了成名不计成
会改变主意，但至少这样的态度是值得欣赏
本不计代价。从大量粗制滥造的儿童视频，
的。我对拍视频接广告以及直播带货没有
到配套齐全的童星产业链，我们很难去指
任何偏见，很多人以此为职业，并且发展得
责，
但至少不应该被鼓励。
很快，同样令人尊敬。但对一个 11 岁的小
我们这个社会不缺欲望，缺的恰恰是拒
朋友来说，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远离名利场， 绝的勇气。在这条新闻下面，
大量网友留言，
更不能轻易地变成挣钱机器。
“过了这个村，
没有那个店”
“接广告一个月的
有人会说，反正要拍视频，接了广告，既
收入，可能是未来打工几十年的收入”，一片
不耽误学习又能挣钱，岂不更好？我只想说
惋惜之情。越是如此，我越觉得拒绝是一种
这是一种过于美好的想象。出于兴趣还是出
可贵的品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许
于挣钱的目的拍视频，完全就是两码事。接
许多多的诱惑，
你要懂得什么是真正需要的，
了广告，
即便赵心怡还能保持童真，
她的父母
什么是暂时应该放弃的，
这是一种教育。

“强行啃老”
典型案例的法治意义
丁家发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僵尸账号”
当前，全国多地政务新媒体向短视频平台延伸，丰富
了政务公开途径，成为贴近群众、服务民生的新渠道。今
年 2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各级政
府共开通政务抖音号 26098 个。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地方的短视频政务账号重数量、轻运营，不少
成为“僵尸账号”
，还有的为涨粉时常“走偏”
，加重了基层
负担，
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2 月 24 日新华社）
点评：客观而言，政务新媒体作为新生事物，相关探
索和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但同样的毛病一再复发，则深刻
地启示，
应当警惕电子化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只图热闹、不看实效，只重数量、忽视质量。基层单
位有的流于应付，制造大量的休眠账号；有的碍于粉丝
量、阅读量等指标压力，用上一些自媒体的套路，各种蹭
热点、抖机灵、炒噱头；有的本为引导舆论，却成了“二次
舆情”的制造者。这些不当操作，不单是影响公众观感，
还造成人财物的浪费，
损害部门形象。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强行啃
老 ”典 型 案
例，
提醒老人
增强维权意
识 ，面 对 子
女“ 强 行 啃
老”的行为，
敢于拿起法
律武器维权，
用法治手段
坚决抵制“强
行啃老”，以
保护自己的
财产权益不
受侵犯。

2 月 24 日，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老年
厅，对其账户进行挂失，取出存款 24 万元并
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其中，92 岁老
存入孙女账户。对此，老人心里肯定是不情
人被子孙带至农村信用社某营业厅，对其
愿的，而是子孙强行侵占了老人的财产。双
账户进行挂失，取出存款 24 万元并存入孙
方对簿公堂，最终法院主持了公道，彰显了
女账户被作为“强行啃老”典型案例发布。 法治的公平正义，保护了老人的合法财产权
最高法指出，本案体现了反对子女“强行啃
益。在现实生活中，此类“强行啃老”现象不
老”的价值导向。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行
少，一些子女为了“啃老”不择手段，通过窃
动能力等原因，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处分自
取、
骗取、
强行索取等方式，完全不顾老人的
有财产，在此情况下，子女更不得以窃取、 意愿，大肆侵占或处分老人的财产。在“家
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父母的财产权
丑不可外扬”传统思维下，很多老人又不愿
益。
（2 月 24 日中新网）
意将子女告上法庭来维权，由于家庭的经济
子女“啃老”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如
矛盾和纠纷久拖不决，甚至导致老人想不开
果老人愿意是“你情我愿”，也无可厚非。然
而酿成了悲剧，
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而，近年来，子女违背老人意愿“强行啃老”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父母抚养子女的义
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
务，仅限于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
权益。最高法发布反对“强行啃老”典型案
女。因此，
对于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父母并
例，是一堂法治教育课，警示子女不要“强行
没有抚养的法定义务。父母对其个人财产享
啃老”，
肆意侵占、
处分老人的自有财产。
有处分权，
是否资助成年子女由其自由决定，
一般而言，老人对子女的付出都是真心
给予子女的经济帮助，除父母有明确表示赠
的。当成年子女遇到经济方面的困难，父母
与外，均应当将其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
大都会倾其所有进行帮助，
比如，
对子女买房
性资金出借，
子女应负有偿还义务，
不能视为
首付、
结婚彩礼、
大病救治等大额费用的经济
理所当然的赠与。而子女违背父母意愿的
帮助，
大部分父母都不会说是赠与还是借贷， “强行啃老”
行为，
更是与法律格格不入。
但这种情况也属于
“啃老”
现象。子女则普遍
这起反对“强行啃老”典型案例，就是一
认为，
这是父母对子女应尽义务的延伸，
不需
堂公开法治教育课，
一方面，
警示成年子女应
要归还。一旦年迈的父母在治病等方面需要
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不要“强行啃老”做出
大笔费用，
向子女索要曾经的经济帮助时，
就
违法之事；另一方面，提醒老人增强维权意
很容易引发家庭经济矛盾和纠纷。
识，
面对子女
“强行啃老”
的行为，
敢于拿起法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强行啃老”典型案
律武器维权，用法治手段坚决抵制“强行啃
例，92 岁老人被子孙带至农村信用社某营业
老”
，
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