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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APP广告
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告（2020）》。上海市消保委通过对 600 款
APP广告行为分析发现，58%的APP含有广告，其中69.7%的广告
没有“关闭键”。

按理说，消费者如果觉得APP广告内容不适，应该有权利自
主点击关闭广告。但从现实来看，广告“关不掉”现象一定程度上
依然存在。比如，有的广告没有设置关闭功能，个性化广告推荐

“不可选择”问题也较为普遍。
APP推送广告理应尊重消费者的权益，而“关不掉”的广告，不

仅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对自身品牌形象也有不利影响。从本质上
讲，APP广告“关不掉”并非是技术障碍，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有关企
业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以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对此，相关
APP运营企业理应对此给予正视，遏制乃至杜绝广告“关不掉”现
象。

让 APP 广告“关得掉”，关键是 APP 运营企业要负起主体责
任，严守广告及广告主的合规性，切实守护好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防线。同时，应更好设置广告页面，让广告实现“一键关闭”。此外，
APP发布者要尽到对广告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核的义务。

监管部门对于APP广告“关不掉”的现象也应给予重视，对于
一些违法违规的广告也须加大惩治力度。从消费者角度讲，面对
广告“关不掉”现象，应积极举报维权，以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来源：《经济日报》

治一治APP广告“关不掉”乱象
□ 杨玉龙

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国
家发展进程中办好高等教育，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如今，我国综合国
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为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中国文化
传承创新、参与塑造世界文明新进程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今天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紧密相连。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走向开放和国际化的过程。国际影
响力是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
提升教育国际化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
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中国大学只有主动加强与世界一流资
源的合作，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教育竞争，不断提升办学水平，持
续吸引全球优秀学生学者，才能搭建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的桥梁，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这就要求我们，因校制宜
确立国际化战略，研判资源和机制边界，优化发展路径，着力加强国际
化办学能力建设，提升全球影响力。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和聚集世界一流师资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
一流大学。我国大学必须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
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领
导力，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
中，大学需要创新国际联合办学模式，建立全学程贯通、全过程育人的
国际化培养新模式，既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又做好国际人才培养。与此
同时，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
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学者、科学家、学科领军人
物和创新团队，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国际化能力建设不只是向外的功能与影响拓展，也是向内的体制机
制改革。当前，高等教育资源的跨国流动在不断加速，一流的教育资源
与顶尖人才日趋集中。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而言，大学在教学科研领域
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交流，正在扩展和深化为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共同
参与的学校国际化能力建设。因而，我们需要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建设跨学科、跨领域的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在重要基础科学、技术、工
程等学科领域进行全球布局；建成适应国际化办学的学校管理体系，解
决在治理体系、人事制度、教育模式、科研机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

教育传承过去、造就现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
力量。无论全国教育大会，还是《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
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都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对外开放在我国教育事
业和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作用。应时而动提升国际化办学能力，提高我
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影响力，进而增强未来塑造力，大学才能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勇于进取，提升国际化办学能力
□ 郦金梁

越是挑战复杂严峻，越要在实践中总
结经验、深化认识，越要坚持按规律办事。

“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
化了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肯定
一年来我们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高度评
价“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严
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方面规律
性认识，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
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
年。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国际格局
深刻演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

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我们在一个
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
展。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经
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
许多短板弱项。面对严峻挑战和重大困
难，我们之所以能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
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根本在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在实践中深化了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
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规律性认
识作了高度概括，这就是：党中央权威是
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
根本依靠，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
本前提，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
量的根本保障，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

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科技自立自强是促
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这“五个根本”，
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引领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的高超智
慧，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从容应对前进道路
上风险挑战的娴熟能力，是我们做好各项
工作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始
终坚持“五个根本”。实践再次证明，重大
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
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只要
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
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
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只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使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

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只要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决策时运
筹帷幄、落实时如臂使指，就一定能够在
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始终立于不
败之地。只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
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把国
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
之上。

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明年经济工作任务艰巨繁重。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必胜信心，牢牢
把握我国发展主动权，齐心协力、开拓进
取，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确
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深刻把握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上，一位国际人士赞叹：“因为经历
过贫困，我深深感到，贫困不仅会在物质上，也会在精神上削弱人
们的能力，让人失去自我价值认同。正因如此，消除贫困才显得如
此重要，中国成功的减贫故事才如此动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令
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不仅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
理念，也为人类社会治理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打响
脱贫攻坚战。从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到形成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
体系，从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到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对脱贫攻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一系列具
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为打赢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保障。有国际人士指出，中国扶
贫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奋斗。我们
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如果要探寻中国减贫的奥秘是什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是一个重要根源。中国减贫故事不单单是一个地区的发展
故事、一家一户的打拼故事，更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
努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初心故事、信仰故事、奋斗故事。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倾注精力最多的是
扶贫工作，考察调研最多的是贫困地区。不久前，中央宣传部相继
授予用工作实绩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的黄诗燕、带领村民凿石
铺就“绝壁天路”的毛相林、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的张桂梅

“时代楷模”称号。三位楷模，是无数在广袤田野辛勤耕耘的基层扶
贫干部的杰出代表。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使命的有力写照。

从人类发展视角看，中国减贫故事也蕴含着重要借鉴价值。
习近平主席在致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的贺信中强调：“中国愿同
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当前，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开展
扶贫交流合作对全球减贫事业至关重要。国际人士认为，中国让数
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一项伟大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宝贵的减贫经验。开发式扶贫、保障性扶贫、精准扶贫……中国减
贫的许多成功探索，已经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

讲信重诺、说到做到，真抓实干、吹糠见米，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中国减贫故事创造了以实干成就美好未来的生动范例。如期完
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国还将继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升民生福祉水平。奋进新时代，共
筑中国梦，减贫故事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中奋勇前进，创造更多让
世人刮目相看的发展奇迹。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减贫故事为何如此动人
□ 李 斌

丁酉新春，我突然收到一条奇特的短信：“秋浦昭明庙，
乾坤一白眉。神通高学识，天下鬼神师。”这不是晚唐著名诗
人罗隐游览池州时所作的《文孝庙》吗？

发信人丹丹，是《旅行家》杂志社的年轻女记者、编辑。
这之前，她通过网络读到我的池州地域文化系列文章，曾约
写刊发过我的池州文化旅游文稿。但此刻，没头没脑的发来
一首古诗，是何用意？正怀疑是否发错时，她又来一条：“檀
老师，我要去池州，寻访心中的男神。”错是没错，却令我更
加疑惑了——池州，的确山川锦绣，英才辈出，但，一首写庙
的古诗跟“男神”之间有何关系？这让我倍感好奇！于是，我
忍不住问：“你要寻访的男神是谁啊？”

丹丹回复：“您应该知道呀。”呵，这姑娘，还卖“关子”
呢！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男神：男性的神明或至尊。本意是
指男性神仙，引申意即是世人对某些优秀男性或者偶像的
尊称。”

在众多与池州有关联的历代名人中，究竟谁最符合她
心目中“男神”的标准呢？

看来这位美女记者不仅活泼调皮而且心思细腻、颇有
情趣。她显然清楚我想知晓谜底，却故意不作正面回答，而
是问我“罗隐这首诗写得怎样？”

晚唐诗人罗隐在池州十载，泛舟秋浦，涉足九华，纵情
山水，结交诗友，吟咏唱和，自成一家。留有《江东集》、《怀九
华故居》、《贵池遥望》等佳作名篇。莫非这个才华横溢又英
俊潇洒的文学家、旅行家罗隐，就是姑娘所指的“男神”？因
为他虽然称不上“神明”，但至少算得上优秀男性或“文青”
的“偶像”呀！

“五一”，丹丹从北京赶到池州，一出车站便说：“走！檀
老师，您带我去看看罗隐诗中的文孝庙吧。”看来我猜得不
错，尽管罗隐是古人，而在“粉丝”心中，他依然“活着”。但，
与池州结缘的历代文人雅士很多，尤其是李白、陶渊明、杜
牧、黄庭坚、陆游、梅尧臣……这些诗家的大名，哪一个不是
如雷贯耳？他们吟咏池州的诗歌美篇，哪一首不是脍炙人
口？为何她偏偏对罗隐及其遗踪感兴趣？为何要独尊其为男
神呢？见我谜团未解，丹丹笑着说：“您暂时就别猜了，咱先
看了再说，好吗？”

罗隐诗中的“昭明庙”，亦称“西庙”“文孝庙”，最早建在
离池城较远的秀山，后迁建于池州城西两公里处的杏花村，
原庙已废，但尚有石柱子等遗存，不远处建有“文选楼”。丹
丹在“文孝庙”遗址驻足良久，若有所思，之后，她脱口背诵
出另两首古诗：“生为明哲没为神，一点阴灵着处新”“才昔
高南国，名今播八纮。”我说：“这两首都是宋代诗人在池州
所写，前一首是汪远猷的《题昭明庙》，后一首是喻良能的

《展敬文孝庙》吧？”“嗯，是的！”丹丹连连点头。
畅游过“杏花村”，我以为丹丹已满足了，谁知她意犹未

尽，问：“池州还有哪些地方能寻到昭明遗踪？”
“很多啊，我们这，仅昭明古钓台就有六处之多。最有名

气的是秋浦河玉镜潭昭明古钓台，1986年就被评为‘全国十

大古钓台’，除此，昭明在池州的游踪及留下的文物、遗迹还
有：东至的，石台的，贵池的，青阳、九华山的。”

“怎么问的不是罗隐而是萧统？”我十分不解。
“这次，我只想走近昭明……”她兴奋的语气中透着惊

喜和向往。
或许丹丹也清楚，萧统较之罗隐，在池州百姓心底里更

有分量。既然客人这么有兴趣，我便领她来到城区的“秀山
门博物馆”，俯身一尊木雕昭明坐像前，姑娘仔细端详，一边
询问，一边赞叹：“这就是您说到的‘案菩萨’呀？好英俊，好
有范啊。”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丹丹真正要寻访的男神，原来根
本不是哪位文孝庙诗篇的作者，而是“英姿留此地，余泽及
编氓”的南梁昭明太子萧统啊！

当我用探询的语调求证最终的猜测时，得到了她肯定
的回答：“才高德馨的昭明太子，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男神！”

三首不同作者的古诗，称颂的是同一个人。分析、解读
作品背景和意蕴，可以强烈感受到，不同时期游历池州的诗
人，通过瞻仰文孝庙，不约而同表达了对昭明深情的缅怀和
无比的崇敬。而作为一本以“分享真实的旅行”为主旨，活力
时尚且又注重文化内涵的旅游杂志的记者编辑，对一个旅
游目的地重要历史人物深入了解和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在接下来陪丹丹踏歌池州的几天里，她自豪地说：“我

曾读过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昭明文选》；听过太子在秋
浦“赈灾济民”的动人故事；知道他被尊为池州“御灾捍患”
的‘土主’和‘傩神’。”

姑娘感叹着，眼含泪光：“文孝昭明”，不再只是一个神
圣而高大上的名字。他，走进了最底层的乡野，融进了老百
姓的骨血……池州人不仅把他的雕像，虔诚地供在了永不
坍塌的神台，而且连同那些跨越时空的亲民佳话，永远镌刻
在了千载诗城的山山水水。

于是，他的精神存活了下来，传承了下去——自重不媚
的风骨，爱民如子的温情，扶危济困的担当，清正廉洁的操
守，山高水阔的格局，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些，都给后来
生活或游历于池州的人们，以春风春雨般的浸润和滋养，昭
明精神所蕴含的真善美，构成了池州“精气神”的一部分。

惜别池州的前夜，丹丹发了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推文，
题为：踏歌池州，寻访“男神。”

一等奖获奖作品

踏歌池州 寻访“男神”
□ 檀新建

接入平台的9个省份，冷链食品首站
进口量占全国90%以上，基本实现从海关
入关到加工、销售、餐饮服务的全链条信
息化追溯……不久前，全国进口冷链食品
追溯管理平台上线运行，实现冷链食品

“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一键排查、迅速定
位”，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保障。

这正是：
冷链藏风险，
合力筑防线。
信息可追溯，
管控更全面。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