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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成都市教育局
召开全市中学工
作 会 ，通 报 了
2021年全市普通
高中教育教学质
量评估结果，其
中，成都七中、川
大附中、双流艺体
中学等一批办学
特色突出的普通
高中学校上榜，成
为特色高中。

■ 此外，成
都市教育局还对
“为高等学校输送
优质生源”质量好
和“学生职业技能
大赛”情况优的中
等职业学校进行
通报表扬。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张瑾

近日，一篇名为《秘书眼中的上海
文峰美容美发集团总裁陈浩》的文章广
为流传，令人大跌眼镜之余，也给网友
带来了无边的欢乐。在作者眼中，“上海
文峰美容美发总裁陈浩是掌握万物之
规律”的“神人”，“凡事只要过了他的眼
睛和大脑，一切都会变得通透”“浩哥是
首屈一指的三百六十行状元大满贯”

“他的逻辑性、连贯性、完整性实在是无
可挑剔”……暂且撇开“浩哥”的“丰功
伟绩”，仅就这篇“彩虹屁”而言，其逻辑
性、连贯性、完整性实在是惨不忍睹。

引发网络关注之后，“彩虹屁”迅速
被微信公众号“今日文峰”删除。“今日
文峰”的公众号简介明确写到：该公众
平台主要面向文峰内部员工，用于浩
哥思想、浩哥政令、文峰资讯的发布。
一个美容美发老板，又是提出“思想”，
又是发布“政令”，活脱脱就是“我的地
盘我做主”的独立王国。综观“今日文
峰”发布的各种内容，对“浩哥”极尽阿
谀奉承之能事，像极了传达室门口自
说自话的小黑板。

看到这一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前
不久某企业官微发布“员工一年盖章7
亿余次零差错”。企业内部的一亩三分
地，某些内部宣传热衷于夸夸其谈，置

“逻辑性、连贯性、完整性”于不顾。但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内部宣传已不再
是随意涂抹的黑板报，即使内容面对内
部员工，也要接受最广泛的检视和评
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荒诞不经的

“哗众”叙事，非但不足以“取宠”，甚至
难免自取其辱。

一面对外“套路”，一面对内“洗
脑”，上海文峰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
司？诚如“彩虹屁”秘书所言，其“未必出
类拔萃，但一定与众不同”。“彩虹屁”本
身是一个笑话，但由此却引发了一系列
沉重的思考：在一个充满谎言与套路的
企业氛围内，员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
状态，企业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
务？到底是一种怎样扭曲的价值观，支
撑着“浩哥”的拥趸“入鲍鱼之肆久而不
闻其臭”？对于消费者和监管者来说，当
企业宣传热衷于“彩虹屁”的时候，无疑
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浮夸的表
象，或许只是为了掩盖刺鼻的“味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赵志疆

近日，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上，有网友以“公众号低俗标题吸
眼球博流量”向深圳市委书记王伟
中反映：“某医疗机构的微信公众

号，使用标题党吸引人眼球博得流
量。建议进行整改。”不久之后，官
方回应：“深圳卫健委”微信公众号
后续会适当收缩开放的推文尺度，
保持专业、中性、客观的风格。

一直以来，“深圳卫健委”微
信公众号风格明显，文章点击量
很大，有不少“十万加”的爆款文
章，算得上是政务类新媒体中很
有特色和流量的账号。尤其是在
防疫工作中，深圳市卫健委提出

“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
苗”的口号，也风靡全国，给人留
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有个性不等于剑走偏
锋，有特点不意味着要媚俗乃至

低俗无聊。虽然我们目前并不清
楚网友反映的问题，具体涉及“深
圳卫健委”微信公众号的哪篇文
章哪些表达，但既然有网友质疑，
就不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
果是因为网友的个人观念造成的

“误伤”，官方账号拿出诚恳包容
的态度，也有利于维护权威形象。

从这件事来看，我们应该思
考政务类新媒体如何兼顾专业性
与趣味性，既不能太古板严肃，也
不能太媚俗，更不能低俗。首先，
政务类新媒体中的信息，应当力
求真实、准确，对于谣言要及时辟
谣，对于伪科学要及时纠正错误，
真正成为官方与民众之间信息沟

通的畅通渠道。再者，政务类新媒
体的表达形式要尽量生动有趣，
不能死气沉沉、刻板无聊，用民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信息。之
前有些基层干部利用新媒体账号
来推销本地特色农产品，甚至利
用账号直播卖货，对解决扶贫难
题、拉动当地经济增长都发挥了
作用。像这种“巧用”政务类新媒
体的做法，其实很值得借鉴。它让
民众看到一个更加亲民的政府形
象，有助于推进政府的治理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务类新媒
体的运营者，还是要注意表达的

“尺度”，既不能过于死板，也不能
过于流俗。当然，这其中并没有一

个明确量化的标准，比如，何为
“低俗”？如果说违反社会公序良
俗算低俗，那么权威账号化用网
络流行的“梗”是不是低俗？这其
实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如何
面对网民的意见，如何应对瞬息
万变的舆论氛围，这其实也更加
考验宣传者的智慧。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政府机
构账号，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务类
新媒体的表达“尺度”，既能满足
民间舆论的期待，又能达到宣传
工作的要求，由此才能在网络“流
量时代”站稳脚跟，走得长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西蒙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城
管局发布的《关于规范中心城区养
犬管理的通告》引发网友关注。该
通告要求，“凌晨至早六点，外出遛
犬必须拴绳，犬只佩戴口罩；早六
点至第二天凌晨，禁止任何犬只进
入公共区域。”通告列出了包括“中
心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在内
的9类公共场所，范围几乎无所不
包。因而，有不少人质疑这一地方
版“最严限狗令”执法过激。相关观
点认为，只能当天凌晨到早上六点
遛狗，这既不文明也不合理，其他
时间段禁止犬只出门，几乎是将

“养狗自由”的权利消解到了快不
存在的地步。

其实，不独昭阳，各地类似的
“最严限狗令”并不鲜见。有的地方
曾要求，早七点至晚十点禁止遛
犬；也曾有规定，晚七点至第二日
早七点才能遛狗。尽管类似的文件
总遭遇质疑，却也不乏人称，就应

该“让狗远离城市”，要求其他地方
赶紧“抄作业”。

沸沸扬扬的议论，看似是在讨
论要不要给宠物“城市居住自由”，
其实背后讨论的是要不要剥夺人的

“养狗自由”。人的“养狗自由”，来源
于民事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而
可以对其进行权利制衡的，只有法。

当然，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以
不侵犯其他人的民事权利为前提，
这是民法上的通识。但行使“养狗
自由”权利的时候，却常常带来麻
烦。近期发生的“安阳狗咬人事
件”，以及“武汉女子坠楼事件”也
是典型例证。外出遛狗不牵绳，狗
乱跑乱叫扰民，随地可见的粪便、
尿迹，让居住环境变差；类似的消
息看多了，也不免推动一些人走到

“养狗自由”的对立面。
我们当然反对不符合法治精

神的“限狗令”，但也须知“文明养
狗”秩序的建立，与“养狗自由”是
权利的一体两面，二者之间，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真正爱狗，也应
当致力于维护“文明养狗”的社区
秩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杨明

近日，湖南工商大学通报：
有六位学生对学校领导、对老师
不懂礼仪，有的低头、有的继续
打电话。12月4日，有一位学生见
到其他同学主动向老师问候的
情况下仍不与老师打招呼。对于
这些学生的“不文明的行为”，学
校“动了真格”。不仅要求主题班
会全覆盖宣讲，以例示警，并做
了后续要求：第一次通报批评，
教育引导；多次出现，屡教不改，
将给予严肃处分。相关职能部门
和相关学院也将追责。并将文明
素养教育作为各学院KPI考核中
的重要指标和观测点。

对于这一系列举措，不少网友
觉得做得“有些过”，而且未免会

“矫枉过正”。在引发争议后，学校
回应称此事存在误解，“把文明素
养教育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误

解为领导、老师和学生的对立”，后
续将对工作方向进行调整。这番回
应颇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是

“婉转”地承认了这番举措的失当
之处，又不好直接表示？

仔细看学校通报的学生“不
文明行为”，不过是“见面打招呼”
的范畴。因为学生没有及时向

“院士书记一行”见面“行礼”，就
将如此细微的“小节”抓住，“上纲
上线”通报批评，做得着实有些
过。而如果仔细去论证，那7位学
生的行为，谁能保证他们没被

“冤枉”？谁规定见了领导一定要
打招呼？万一打了招呼没被看到
呢？学生如果不打招呼就被通报
批评，这到底是敦促文明言行还
是觉得领导面子“挂不住”呢？

高校文明校园建设当然应该
推进，去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也印
发了《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评细
则》，但是统观全文，也没有将“在
校园中不跟领导、老师打招呼”定
性为不文明行为的条款。

话说回来，真正的文明素养
教育，绝非靠强制性的条例来倒
逼推行，而需要久久为功地引

导，需要自上而下的身行示范，
需要整体氛围潜移默化地熏染。
真正文明素养的提升，是一种内
在修养的提升，是灵魂的升华，
也绝非仅仅是表面上“跟师长、
领导打招呼”就能彰显而出的。

以行政权力强行要求学生
文明“守礼”，以“官威”来倒逼学
生素养提升，这种行为本身就是
一种“不文明”。真正体现一个大
学文明素养的绝对是对学生包
容式的引导，而非上纲上线的惩
戒。湖南工商大学称，“学校的文
明素养工作正在探索过程中，如
何用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后续还
将进行调整”，希望这场不大不
小的“文明风波”，也能给该校文
明校园建设的推行者提个醒，好
好思考怎样的文明素养教育才
是真正“文明”的方式。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和生

我们应该思考政务类新媒
体如何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既
不能太古板严肃，也不能太媚
俗，更不能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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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严限狗令”更重要的
是找寻文明共识

深圳卫健委公号被投诉
“拷问”政务新媒体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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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充满谎言与套路的
企业氛围内，员工是一种什么
样的生存状态，企业能提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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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场不大不小的
“文明风波”，也能给该校文明
校园建设的推行者提个醒，
好好思考怎样的文明素养教
育才是真正“文明”的方式

未向领导问好被通报批评
这种方式很“不文明”

12月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天府绿道微信公众号获悉，
熊猫基地二期将于今年年底开园。

据了解，熊猫基地由原来的
1035亩，扩建至3570亩，以尊重、保
护、环境、互动、教育为原则，打造
一座动物友好、游客畅行，兼具科
研科普功能的沉浸式熊猫园，对大
熊猫及其伴生动物的科研工作有
着重大意义。

“友好”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据悉，在整个二期的规划中，
“友好”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一方
面利用区域优良的自然本底创造
特色功能区，营造动物友好的环境
条件，另一方面则利用合理的动线
和商业业态，创造人类友好的游赏
体验。

熊猫基地扩建项目集科研繁
育、科普教育、文创创意、旅游度假
为一体，项目整体布局为“一轴三核
六片区”，“一轴”为贯穿基地南北的
景观交通轴，实现绿道健身、景观农
业、人车分流；“三核”是旅游服务核

心，分别位于南、西两个出口和山
丘片区，为游客提供科普体验和旅
游消费场景；“六片区”分别根据场
地特质、动物组合、场馆主题、参观
方式和活动内容划分为冒险溪谷、
无限山丘、探索密林、熊猫农场、宝
藏湖泊（改建区）、科学珍探（非游
览区）。

冒险溪谷“含熊猫量”超高

记者从熊猫基地官方微信公众
号获悉，扩建区的动物馆舍以“日月
星辰”为主题命名，以中华古典诗词
为灵感来源，寄托美好祝福，充满诗
意。其中溪谷片区则选取了其中的

“月”字给馆舍取名。
冒险溪谷是新区内大熊猫馆舍

最集中的片区。溪谷片区可逛的大
熊猫馆舍足足有7个，包括4个圆形
兽舍和3个卵石兽舍。溪谷片区的馆
舍名字分别为：“山月馆”“云月馆”

“秋月馆”“望月馆”“明月馆”“江月
馆”“闲月馆”。因为4个圆形兽舍位
置较集中，因此“含熊猫量”超高。每
个馆舍之间都有观光栈桥连接，大

家可以一次性看个够。兽舍内部更
贴近于环形，外圈供大家欣赏滚滚
们的憨态可爱，中心则是一个露天
活动场。

在保障动物管理安全性的前提
条件下，露天运动场外围利用树桩
等更加环保耐用的材料打造的围
墙，营造模拟出更加自然的环境景
观。这正是新区建设理念中体现追
求原生态风格的一处缩影。

全新的熊猫基地将解锁沉浸式
游玩新体验。在熊猫舍、产房，游客
可以看到“滚滚”的成长；在大熊猫
自然教育和自然艺术中心，可以参
观大熊猫主题艺术展览，或是DIY一
件属于自己的熊猫工艺品；在影视文
娱演艺中心，则可以通过4D、VR等影
片，了解大熊猫保护的科普知识，或
是在剧场看一场盛大的演出……

目前，馆内的树木已经郁郁葱
葱，木架爬爬梯也布置妥当。待熊猫
基地二期开园后，游客便可亲自探
访“滚滚”新家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林聪

图据成都天府绿道微信公众号

熊猫基地二期将于年底开园
动物馆舍以“日月星辰”命名好期待

普通高中质量怎么评？会上成都
市教育局表示，今年首次把高考体检
学生近视率、肥胖率等体质监测情况
纳入了考核评估，以引导学校强化近
视防控，关注学生健康成长。同时，加
强以入量出增值评价考核，把起点、
过程和结果统一起来，实行以入量
出，关注学校进步幅度和努力程度，
衡量教育教学管理效能。

为了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
向，成都不考核学校升学率，不下达升

学指标，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
疾。推动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落实

“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工程，鼓励普通
高中特别是优质高中扩大办学规模，
增加招生计划，更好地满足成都市初
中毕业生就读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

此外，成都还鼓励普通高中学校
因校制宜，办出特色，满足不同潜质
学生学习发展需求，在国防教育、拔
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艺术、体育、普
职融通等方面办出特色。

成都一大批
特色高中出炉

成都市教育局：鼓励普通高中
扩大办学规模 增加招生计划

（一）国防教育
川大附中、川师附中、简阳中学

（二）艺术体育
双流艺体中学、蒲江寿安中学、

天府五中、青白江区城厢中学、龙泉
二中、崇州市怀远中学、崇州市蜀城
中学、成都三十七中、西北中学
（三）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科技创新类：华阳中学、电子科
技大学实验中学、石室天府中学、玉
林中学、高新实验中学

学科特长类：成都七中、成都外
国语学校、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
高级中学、树德中学、石室中学、成都
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强基计划类：成都七中、成都外

国语学校、石室中学、成都市锦江区
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树德中学、川
师附中、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棠
湖中学、新都一中

飞行人才早期培养类：双流中
学、新都一中、成都十八中、棠湖外
国语学校、成都八中、电子科技大
学实验中学、树德中学、成都外国
语学校、石室中学、成飞中学、成都
二十中、成都铁中、彭州一中、石室
天府中学、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西区）
（四）普职融通

温江二中-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
学校、龙泉驿区洛带中学-成都汽车
职业技术学校

此外，成都市教育局还对“为高
等学校输送优质生源”质量好和“学
生职业技能大赛”情况优的中等职业
学校进行通报表扬，具体名单为：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成都
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成都汽车

职业技术学校、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成都石
化工业学校、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
高级中学校、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
校、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成
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高中质量怎么评？
今年首次把高考体检学生近视率、

肥胖率等体质监测情况纳入考核评估

特色高中有哪些？

一些中职学校受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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