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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成了摆设

!

晚报记者 王凯 实习生 王? 文
!

图

本报讯 近来!不少市民发现市区一些主

要街道上的垃圾箱大都只剩下一个空壳!内

部用于盛放垃圾的铁桶却不见踪影" #虽然知

道垃圾箱已没有内胆!但没有办法!有时还是

把垃圾倒进去" $交通大道与文明路交叉口某

商店老板说%

-.

日上午
4

时许! 记者从八一大道和交

通大道交叉口向东一直到建安路走访发现!

路两侧不足
56

米就有一个垃圾箱" 在这些垃

圾箱中只有一个有内胆!其他的只剩下空壳"

&这些垃圾箱装上不久!内胆就不见了% $居住

在附近的高女士说%

内胆丢失后!垃圾箱就成了摆设%&有些市

民看到垃圾箱没有内胆! 就把垃圾倒在路上!

也有一些市民不管垃圾箱有无内胆!仍把垃圾

倒在垃圾箱内% 打扫卫生时!我们要挨个打开

垃圾箱看看里面是否有垃圾% $一位正在打扫

卫生的环卫工人说%

负责打扫文明路和交通大道卫生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可能有人发现垃圾箱内胆是铁质

的!就偷走卖钱了%

据介绍! 在市区其他街道上的垃圾箱!也

大都成了空壳!下图"%

为此!有关部门呼吁'大家要真正树立起

城市主人的责任意识!树立爱护公共设施的观

念!共同爱护(保护好城市环境%

健身器材!爬"上树

"

月
#$

日上午!记者在周口滨河公园看到!一个健身器材坏掉后!"爬#到一棵树上$

市民陈女士说!这里的一些健身器材由于使用的人较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希望有

关部门承担起维护健身器材的责任!为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健身环境$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摄

我市举办
!欢乐中原#文明周口"周口银行专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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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晨 实习生 张艳红

本报讯
#

月
--

日晚!

.6-"

年 &欢乐

中原)文明周口$ 周口银行专场文艺晚会

在市区五一广场举行"由周口银行干部职

工精心编排的这场广场文艺晚会!丰富多

彩!精彩纷呈"

这场晚会以歌舞*江山如画+拉开序

幕后!少儿舞蹈*小小红梅赞+(诗朗诵*周

口银行礼赞+( 小品 *快乐工作( 幸福生

活+(魔术*幻影逃脱+等一个个精彩的节

目依次上演% 整场晚会高潮迭起!引得观

众掌声不断%

言论可以自由 谣言不能自由

!

钟新文

#当真理还在穿鞋$ 谣言已走遍天

下%& 信息时代$ 谣言给人们带来的挑

战与日俱增$ 对此$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 正因如此$ 网信

办发言人在回应 #微信十条% 时指出$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谣言' 暴

力' 欺诈' 色情' 恐怖信息传播$ 我们

的网络空间不能成为杂乱无序' 充满戾

气的空间&

什么是谣言( 是指没有相应事实基

础$ 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

传播的言论& 谣言的历史十分悠久$ 而

在新媒体时代$ 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又获

得了新的 #翅膀%$ 其传播力和破坏力

也呈几何级增长 & 近年来 $ 从抢盐风

波$ 到地震谣言$ 再到艾滋病女事件$

谣言所及 $ 不断侵犯着他人的权利名

誉' 破坏着社会的公共秩序& 因此$ 对

谣言的否定态度$ 体现着一个公民的基

本理性$ 捍卫着一个社会的起码底线&

其间贯穿的一条逻辑则是$ 自由和秩序

是辩证的关系$ 任何个人的自由必须在

法律的范围内行使$ 不能突破底线$ 妨

碍他人自由 & 换句话说 $ 言论应当自

由$ 谣言不能自由&

有些人认为$ 言论自由包含着说错

话的自由 $ 宽容谣言就是保护说话权

利$ 而惩治谣言就是遏制言论自由& 这

样的观点似是而非& 作为一项法律权利

和政治权利$ 言论自由是人们在意见表

达方面的自由$ 其法理基础是宽容主观

好恶' 承认观点多元& 正如任何自由都

有边界一样$ 言论自由也不例外& 保护

#说错话% 的权利$ 并不意味着放纵故

意造谣& 说错话与造谣言$ 在性质上有

根本区别&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过一句

名言) 绝不会保护任何人在戏院中诳呼

起火引起恐慌的自由& 捏造' 散布虚假

事实的行为$ 在法律上不属于行使言论

自由 $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言论自

由$ 会包括造谣的自由&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言论的自由

市场上$ 谣言终究会不攻自破$ 因此要

粉碎谣言$ 最好奉行不干涉主义$ 让谣

言自生自灭& 且不说 #三人成虎% 的道

理$ 即便是谣言真的消除了$ 是非对错

就不要了吗( 现实损害就不存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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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江苏省响水县谣言

称$ 陈家港化工园区大和化工企业要发

生爆炸$ 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陆续产生

恐慌情绪 $ 并离家外出 $ 引发多起车

祸$ 造成
"

人死亡' 多人受伤& 以 #言

论自由% 为名$ 行践踏他人权利' 破坏

社会秩序之实$ 这才是对自由真正的破

坏& 正因如此$ 世界各国在对待谣言的

问题上态度鲜明& 德国出台的 *信息与

通信服务法+ 等法律指出$ 互联网言论

可以成为犯罪事实, 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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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信

法案+ 明文规定$ 在网上发布自己知道

是虚假的信息就可能构成犯罪, 美国通

过 *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 等百余

项法律法规 $ 对网络信息传播加以规

范$ 为追究网络谣言提供了法律依据&

由此可见$ 治理网络谣言并不是压

制言论自由 $ 也绝非要扼杀批评的声

音& 正如国家的公权力不能滥用一样$

个人的权利行使同样有着一定的边界$

网络世界的言行依然受道德' 法律等行

为规则的约束& 如果一个人行使自由不

受约束$ 他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 如果

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他人也可以同样行

使这种自由& 简单地把 #言论自由% 理

解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甚至是不受任

何限制的造谣自由$ 这种滥用民主权利

的后果 $ 必然是谁都难以有真正的自

由&

正所谓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自

由是一种权利$ 也是一种责任& 每一个

公民$ 不仅要懂得自己有自由$ 还要明

确别人有着和自己一样的自由& 惟其如

此 $ 我们的自由才能 #交相利 % 而非

#交相害%$ 言论自由才能真正增进公民

福祉' 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