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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信访局长的回访日记
本报记者

2011年10月6日 星期四 农历辛卯年九月初十 今日4版
光明网网址:http://www.gmw.cn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26 第 22528号(代号 1-16)

篱笆网是这样“扎紧”的
——
—上海篱笆网探路虚拟社区管理
本报记者

承诺,周一准时出车,一切问题都已解决,
百姓心愿 10
安全第一!”李树泉一口气念着。“这条短
信我们永远不删,它温暖人心呀!”一位名
叫谢盛波的出租车司机说。
说实话,上任后,这是我遇到的比较
棘手的信访事件,起事原委是由于政府对 马不停蹄地跑,他们交出了高效快捷的为民
出租车行业管理服务不规范所致,导致一 服务答卷。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
些出租车司机由于“摇不上号”上不了 是海口交通局运管处的小伙子吴钟龙一个
岗,上不了岗就赚不到钱。这关乎民生的 上午给 224名出租车司机每人发了一条温
224条短信真管用
事一刻也不能耽误。海口交通局局长王 馨短信,谁知这 224条短信还真管用,一下
9月 22日 星期四(晴)
东领着他手下的强将,不到 48小时就化 子让人和人之间多了理解,亲近了许多。我
在今天回访中,昌导的士集团的出租 解了矛盾,乐得昌导的士集团的总经理关 问吴钟龙,你怎么想到这样做的,他回答:咱
车司机们好像事先约定好,几乎是同时掏 克不知说什么好。此次能圆满地解决出 信访干部不能给人冰着冷脸的感觉,要有情
出手机,翻出一条短信给我看,
“ 看我的, 租车司机信访事件,得益于信访干部工作 商,另外提倡干部下访,首先心要和群众想
我这屏幕上字大好看!”出租车司机李树 作风的转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信访干 到一块儿,司机们最盼的是得到运营准信,
泉忽地冲到我跟前,举着手机大声说。 部俯下身子为民服务的过程。48小时之 那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呗!
“尊敬的出租车司机朋友,请记住我们的 内,海口市交通局、维稳办、信访局的同志
(下转 2版)
海南省信访局局长陈军,今年 6月
15日走马上任后开了全省信访工作新
风: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坐在机关
接访为下基层回访,变单纯对症治病为防
患排除预防。9月 22日、23日,记者跟随
陈军深入海口交通局、海口秀英区镇海
村回访,以下是陈军写的两篇回访日记。

曹继军 颜维琦

2010年 3月,篱笆网开始推行“手机
号码验证注册”方式,由虚拟 ID和手机号
码绑定,再通过手机号码,进一步与现实社
会的真实身份绑定。从这一步起,篱笆网推
动了在社区内做诚信人、说负责话、做真实
评论等一系列活动。张国华认为,在一个有
信用的良好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会尊重
自己的历史和信用,会对自己所说的话负
责。
实行实名认证后,情况确实有了变化。
篱笆网用户夏海峰发现,社区中的沟通状
态变得更和善了,水军和恶意用户没有了
市场,社区环境进一步净化,社区的管理工
作也变得轻松多了,很多事情和管理员配
合很快就能处理好。用户也感觉到了明显
—篱笆网今年 1月针对用户的调
的变化——
查显示,92%的用户认为真实社区创建“基
本杜绝了违法不良信息的传播”、81%的人
认为“抑制了网络水军和商家炒作”、63%
的人认为“会员关系更加真实、可信”。
阿青 /CFP
“我们相信,真实社区的建立会为网络
带来真实的力量,给社区用户营造纯净、安
“招聘课程顾问、幼儿园助教…… 初只提供家庭装修和婚庆服务的网站, 全的交流空间。”张国华说。
有需要的可以发短信给我。”9月中旬, 发展成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网络社区,
网名为“小晴”的网友在篱笆网发布了 篱笆网遭遇了几大困扰:其一,随着社区
可信、可用,才可爱
一条招聘的帖子。不久,她就招到了合适 的商业价值凸显,大量的商业马甲和网
的人员。这样的事情在篱笆网上屡见不 店推销人员进入社区,试图或明或暗地
张国华和他的团队的努力得到了回
鲜。买房、装修、婚礼准备、育儿……日常 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感受;其二,在各种讨 报。目前,篱笆网的签约商户达到 3000家,
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几乎都能在这里找 论区,人的身份越来越复杂,仗着虚拟的 年交易额超过 30亿元,为 10万户上海家
到解决方案,篱笆网因此被网友亲切地 身份,社区用户的争执和交流方式逐渐 庭提供服务。
称为“万能的篱笆”。
发生变化,有时会吵架进行人身攻击,人
但“真实社区”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人气一旺,论坛 肉搜索等;其三是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 张国华告诉记者,“ 手机号码验证注册”方
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各种声音也嘈杂 从外网会流传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试 案实行的当月,篱笆网的访问量一度下跌
起来。如何抵挡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语 图影响舆论。
23%。但他坚信,网络环境的改善会使得大
言暴力的侵袭,确保信息的安全可靠,实
摆在篱笆网管理团队面前的课题, 量的老用户继续留守,新用户不断涌入。果
现更好的沟通交流?篱笆网走出了一条 也是互联网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截 然,两三个月后,访问量就止跌企稳,并且重
“真实社区、真实内容、真实用户”的虚 至今年 3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 4.77亿, 新出现增长态势。
拟社区管理之路,也由此赢得了网民的 备案网站 382万个。互联网已经从“虚
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上海市网络文
青睐。
拟世界”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 化协会副会长谢海光认为,这恰恰反映出
域的真实伙伴。如何提高网站的可靠性、 广大网友对“真实社区”的需求。只有在真
真实性,不仅关系到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实社区、真实环境中,进行真实的交流,互联
虚拟社区的管理挑战
也关系到网民的切身利益。
网才能更好地呈现出“可信、可用、可爱”
创建于 2002年的篱笆网是上海知
的现代生活面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交流
名的同城生活网络社区,有大批年轻家
和沟通服务。
为网络带来真实的力量
庭在网站论坛讨论消费、家庭、就业和城
构建“真实社区”,还网络以纯净,是广
市民生等话题。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
为了给社区用户营造纯净、安全的 大网友的诉求,也是互联网发展的呼唤。
400万,上海地区每天访问用户数达 100 交流环境,篱笆网一直在探索积极有效 “因为,唯有真实,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网
万人次,发帖、回帖量约 50万条。
的方法。而“真实社区、真实内容、真实 络的服务和交流功能;唯有真实,才能赢得
篱笆网总裁张国华坦言,从创建之 用户”正是篱笆网所追求的目标。
信任和喜爱。”谢海光说。

一句 话 新 闻

国庆前4天深圳市民献血超45万毫升
国庆前 4天,深圳共有 1276名无偿献血者
捐献了 454710毫升鲜血,缓解了深圳血库告急
的状况

村里红歌唱不歇
走进广东省韶关下属的南雄全安镇
河塘村,还没下车,就听到村头传来《山丹
丹开花红艳艳》的歌声。记者循声走过去,
发现池塘边上的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座小
院子,门口挂着“南雄市全安古塘中心苏
区红歌艺术团”的牌子。小屋内,在“红歌
在苏区大地唱响”的横幅下,七八位村民
正在操着手里的二胡、笛子等传统乐器,
而领头人则拿着麦克风引吭高歌。记者看
到,每人手里的歌片儿都是村民们的手抄
本,看出记者的珍爱,他们还将富余的几
页送给了记者。
一曲终了,记者上前同他们攀谈起
来。
领唱的村民名叫黄贵生,今年 48岁,
正和乡邻们组成的乐队一起练习,迎接
2011年南雄市红歌大赛的比赛。
黄贵生告诉记者,他从小爱好文艺,
但那时没条件,他只能务农,农闲时还要
外出打工贴补家用,逢年过节才回来。现
在他成了村里的“演出团长”,不仅唱红
歌,他还创作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歌
曲。逢年过节他还会带领着 30多个徒弟
表演高跷舞狮,走钢丝,吹唢呐。每次表演
总能博得村民一阵阵喝彩。村里人听他们
演唱都说是“录音机响了”。而高跷舞狮

青海培育国内最大太阳能产业集群
到 2015年,青海省光伏发电装机将达到
400万千瓦

芬 兰芬兰开发出一种可与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机
开发出手机显微镜
相连的显微镜模块,使手机分辨率达 1%毫米

(均据新华社)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号

本报记者 梁若冰 夏侯昭■
已被文化部门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项目。
几年前,黄贵生承包了村里 30亩山
林种植柑橘,收成不错,也不再外出打工
了,守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起来。每当有空,
就和村里要好的乡邻一起唱红歌。这一
唱,就唱到了广州大剧院。
记者问:“为什么你们一有空就想到
唱红歌?”
黄贵生说:“唱歌是从小的爱好,一直
唱歌。有一次偶然听到别人唱《山丹丹开
花红艳艳》,觉得内心特别有同感,于是我
就拿来简谱开始练习。后来,我觉得唱红
歌最能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尤其是能抒
发这些年来生活的幸福感觉。渐渐地,我
们就开始唱《说句心里话》、《父老乡亲》
等歌,还自己写了 90多首山歌对唱,在唱
这些歌的时候,感觉心里特别痛快。”
南雄市委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
2009年 7月开始搞起南雄市第一届红歌
大赛,黄贵生从电视里看到报名通知,就
同最要好的 8个乡邻一起报名参加了。当
年他们在 400多支报名队伍里进了前 60
名。初试牛刀,效果不错。去年,报名通知
刚刚出来,就有 20多位村民主动找到他,
一起报名参加。由于不是合唱节目,只好

百村百乡行 23
报名到个人组。但结果他们之中有两位歌手
分别取得了小组赛第三和第六的好成绩。到
今年,南雄市已经办了三届红歌大赛了,他
们村的红歌队伍已经自发扩大到了 30多
人。
记者问:“你们的乐器都是自己买的
吗?”
黄贵生说:“现在的演出乐器是村委会
购买的,不过我们几个乡亲商量好了,过几
天凑钱去把那套价值 3000多元的卡拉 OK
设备买下来,摆在我家院子里,大家随时都能
来唱。以前排练就在我家,现在人多了,训练
场所改到村委会。”
生活幸福了,红歌唱开了,神清气爽了。
黄贵生现在最大的两个心愿就是大学刚毕
业的儿子能找个好工作,自己的果园能有更
好的收成。
陪同的村支书兴奋地告诉我们,唱红歌
不仅让村民有了发挥文艺特长的地方,更让
村民跟集体的心贴近了,有了问题也好沟通
了。
(本报南雄 10月 5日电)

健身度重阳 10月 5日,老年人在柳州文庙表演太极拳。
当日是重阳节,广西柳州市在文庙举行 2011柳州 “全国敬老
月”活动启动仪式暨重阳敬老活动,近千名老年体协的会员们
欢聚一堂,表演了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及腰鼓,以运动健身
的方式欢度重阳节。
新华社发(赖柳生摄)

东莞:

我国发现后生动物的真正始祖
第三届漫博会签约
23亿元
后生动物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多细胞
动物的总称,贵州发现的八臂仙母虫是目前世界
上发现的最古老后生动物宏体化石

魏月蘅 王晓樱

本报东莞 10月 5日电 (记者吴春燕) 举办了迪士尼欢乐总动员嘉年华、影视动
第三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 漫版权交易服务、优秀影视动漫作品展播、
博览会闭幕式暨签约颁奖仪式今天在此间 最具产业价值动画奖项评选、中国影视动
举行。37家参展企业荣获“特装设计奖”, 漫产业高峰论坛、动漫品牌推介等活动。
此外,六大投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签约金
本届博览会除继续突出以影视动漫版
额高达 23亿元。
权保护和贸易为核心外,还举办了 2011东
据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党委书 莞国际玩具礼品交易会和原创企业东莞
记、本届漫博会执委会主任委员白玲介绍, 行、动漫品牌企业主题日、创作人才作品展
本届博览会为期 7天,入场参观和直接参 示等活动。为完善动漫产业链的延伸,本届
与的观众超过 50万人,海内外参展企业 博览还评选出 2011年度 “中国十大最具
275家。动漫企业在展会平台云集,形成了 产业价值动漫形象奖”。
较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有美国、英
除了米奇、哆啦 A梦、大角牛等“过江
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香 龙”受热捧,拽猫等东莞本土自创卡通品牌
港、台湾等 15个国家和地区共 43家海外 在漫博会上也备受市民喜爱。据悉,东莞拥
企业参展,突显会展的国际化。
有超过 5000家动漫衍生品生产企业。黑猫
本届漫博会进一步突出了博览会的专 警长装、超人装、蜘蛛侠装,拽猫有着无数
业性,促进了全球先进动漫原创企业与中国 神奇变身。乍一看,设计成各种形象的拽猫
玩具礼品衍生品生产企业的有效对接,打造 非常有“国际性”,让人爱不释手。许多卡
了中国动漫产业最佳对接平台。博览会还 通展位被观展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

复旦科学家研究发现

抑郁症患者缺失“憎恨”
本报上海 10月 5日电(记者曹继军、颜维
琦)大脑中的“憎恨”网络由额上回、杏仁核、壳
核等区域组成。当人们看到自己厌恶或者有强
烈感情的人或事物时,这些脑区即会被激活。复
旦大学计算系统生物学中心主任、2011年英国
皇家学会沃弗森研究功勋奖获得者冯建峰教授
及其领衔的研究团队发现,抑郁症患者大脑中与
“憎恨” 相关联的功能连接网络存在消失的现
象。10月 4日下午,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 Nature
的子刊 《分子精神病学 Molecular Psychiatry》
正式在线刊发了这一研究成果。
冯建峰介绍,该研究由复旦大学、英国华威
大学、湘雅医学院与剑桥巴布拉罕姆研究所的
研究团队联合开展。通过建立健康人大脑的功
能连接模板,并将其与 15位首发抑郁症患者和
24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脑功能网络进行比
较,研究人员检测到了抑郁症患者大脑功能连接
网络的变化,包括“憎恨”网络的消失,以及涉及
危机反应、情感、注意力、记忆力等功能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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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该项研究首次指出,抑郁症可
能与“憎恨”脑网络的消失有关,并可能由此导
致抑郁症患者难以控制对自己或他人的负面情
绪,这一发现或许能够为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提供
新的靶点;而其发展的对功能性核磁共振(MFI)数
据研究的新方法亦将为抑郁症的早期诊断和治
疗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为进一步揭示其他脑疾病
中脑功能连接网络的异常奠定一定的基础。冯建
峰认为,这一发现也有其社会意义:社会中的个体
恰当、适度地宣泄其负面“憎恨”的情绪,有助于
其心理及精神的调节;或者说,“ 爱憎分明”的人
群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会低于不易产生“憎恨”
情绪的人群。
据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在我国四
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高达 17.5%的人群存在
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比如心理焦虑、抑郁症等。在
国外,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艾滋病的第二大经济负
担,对抑郁症患者的关注和干预显得日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