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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随着“表白墙”等高校“墙”在大学校
园走红，使用人数不断增多，有人偷拍他
人相片在“墙”上表白、侵犯肖像权的事
情时有发生。专家提醒，上“墙”信息应
正面阳光，避免侵权。

“有的同学在校园里看到自己心仪
的女生，却没有勇气与对方当面表白，只
能偷偷拍下她的照片向‘表白墙’求助。”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热海大生活墙”运营
者陈华（化名）说，此类信息发布后，会引
来很多学生“围观”，给当事人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因此我们在发布此类信息时
会特别小心，让投稿者以文字的形式表
述，对照片进行模糊处理。”

此外，涉及征友、物品交易等信息发
布时，“热海大生活墙”的运营者会要求
学生提供学生证、身份证等证件信息，

“确认对方是本校学生后，我们才会发布
相关信息。”陈华说。

“在高校‘墙’的众多功能中，需要注
意的是‘表白墙’的情感表白功能。当表
白者将心仪之人的相关信息在‘墙’上发
布后，这些信息就曝光在大众视野中，可
能会让被表白者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
扰之中。上‘墙’信息应正面阳光，避免
侵权。”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
功名说。

接受采访时，一些大学生表示，很
多高校都有“表白墙”，借助这个平台可
以增加交友渠道、向心仪之人表白。也
有大学生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上

“墙”，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
“骚扰”。

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一般情况下，侵犯公民肖像权的
行为多以营利为目的。除此之外，恶意
毁损、玷污、丑化公民的肖像，或利用公
民肖像进行人身攻击等，也属于侵害肖
像权的行为。自然人享有私人生活安
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并且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的
权利。

“在高校‘表白墙’上表白是一种新
颖的情感表达方式，但是如果以偷拍、
偷录等未经被拍摄者允许的形式，擅自
将他人的照片在‘表白墙’上公布的行
为极有可能涉嫌侵犯肖像权与隐私
权。”王震提醒，对于“表白墙”等平台来
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如果接到被侵权人要求删
帖的通知后，未能及时采取删除照片、
消除影响等必要措施，将与照片发布者
承担连带责任。

“在高校‘墙’的日常管理中，管理者
应当加强实名信息认证，验证注册信息的
真伪，对参与信息发布的人员进行初步筛
选；其次，对于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核，
一旦发现涉嫌侵犯自然人民事权益的行
为，应当拒绝发布相关信息。”王震说。

“明天早上有同学一起从学校
拼车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吗？”“我
捡到一个学生证，失主是外国语与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同学，里面还
夹着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我想知
道学校哪家打印店价格比较优
惠？”……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表

白墙”每天都会发布情感分享、失物
招领、拼车拼团等信息。这面“表白
墙”并不是真实的一堵墙，而是一个
名为“表白墙”的网络社交平台，学
生们可以借助平台发布各类信息。

对于不少95后和00后来说，
QQ是他们重要的社交平台。“生

活墙”“表白墙”“万能墙”“考试墙”
等各类高校“墙”就是依托QQ空
间产生的网络社交平台。我省高
校“墙”除了能满足大学生表白、交
友、情感分享等需求，还能帮助他
们解决学业困惑以及拼车拼团、求
票求书等生活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
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
境的若干意见》，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
项、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等方面
提出20项要求，被称为“教师减负20条”。《意见》回
答了“为何减”“减什么”“怎么减”“谁来减”等问题，
受到广大教师欢迎，可谓大快“师”心。

“教师减负20条”之所以引发热烈反响，在于它
切中了现实痛点，道出了很多教师的心声。一些地
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校园、入课堂”，一些部门
向学校和教师随意布置、摊派非教育教学事务，严重
干扰正常教学，给一线教师造成了沉重负担。有的
教师将日常工作状态形容为：“一天迎检好几轮，考
核全靠补材料，评比调研造排场，杂事琐事一把抓。”
各种检查、评比、考核铺天盖地，调研、统计、信息采
集等工作交叉重复，导致教师的时间被大量占用、精
力被大量耗费，面对教书育人的主业，往往是有心无
力、无可奈何。

2019 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对于教
育系统来说，让教师从沉重的、不合理的负担中解放
出来，把时间还给教师，把宁静还给校园，按照教育
教学规律来办事，无疑是最给力的“减负”。

“减”出实效，得从关键处着手，切忌“眉毛胡子
一把抓”。推进教师减负，要向最典型、最紧迫的问
题“开刀”，重点整治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
校园、抽调借用人员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意见》
明确，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减少
50％以上，坚决杜绝强制摊派无关事务，教师借用期
限原则上不超过半年。这一系列规定很有现实针对
性，有利于把教师负担切实减下来。“减”出实效，也
应辩证看待负担，减负不是“撂挑子”，与教育教学无
关的事务必须减下来，教书育人的责任则应该更好
地扛起来。

“减”出实效，需要各方协同发力。教师减负是
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不能靠教育部门

“单打独斗”。教师减负事关百年大计，各级党委和
政府应高度重视，切实履行责任，把减轻中小学教师
负担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
进。各部门加强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大力倡导尊
师重教风尚，进一步营造理解教育工作、关心中小学
教师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让老师们“轻装上阵”，让
成长的翅膀轻盈飞翔。

（据《新华每日电讯》）

我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超五成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发和低龄化趋
势，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

为呼吁全社会关心和呵护孩子视力健康，“中国
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儿童青少年预防近视健康科普
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举办。

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在活动
现场，多位专家建议，应改变“重治轻防”观念，从预
防着手，减少儿童青少年近视。

“日间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的有效方法之一。
晒太阳以后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一种东西，可以
抑制眼轴延长，避免近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说，如果同学们能有每
天2小时，每周10小时的户外活动，近视的发生比
例就会明显下降。他表示，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
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0小时的户外活动，减少长
时间近距离用眼，少接触手机电脑等方式预防、减
缓和控制近视。

在活动现场，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表示，希
望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从教会学生正确掌握执笔
姿势、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防止学生持
续疲劳用眼做起，帮助孩子上好预防近视第一课。

（据新华社电）

海南高校一 千面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徐慧玲 通讯员 朱尚 唐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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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营高校“墙”的过程中，陈
华经常收到许多大学生发来的求
助信息，包括请求推荐靠谱的考研
补习班、寻找失物等。“高校‘墙’其
实就是一个小的社交圈，圈里的人
大都是我们学校的在校生。大家
遇到的问题都很相似，很多同学会
热情地在评论区为求助者解答支
招。”陈华说。

“墙，我想海底捞一下这位女
生，看到她就是心动的感觉。”一
天，一名男生给海南师范大学“万
能墙”发来信息。巧的是，这位女
生也看到了这条动态信息，他们两
人互加QQ号成为好友，最后又发
展成情侣。李纹说，“他们非常感
谢‘万能墙’的牵线搭桥，让他们走
到了一起。”

据了解，海南大学学生平时使

用较多的网络社交平台是海南大学
生活服务平台、海大广播台和海南
大学夜洞等，这些平台和其他高校
的“万能墙”性质类似。其中，海南
大学生活服务平台，主要帮助海大
学子寻人寻物，是海大学生使用率
较高的平台之一；海大广播台推出
的“点歌墙”“生日墙”，为大学生们
提供生活服务，给许多人的大学生
活增添了欢乐；微信公众号海南大
学夜洞实用性很强，上面设置的二
手夜市、成绩查询和课表等功能为
海大学生提供了很多便利；海大信
息员平台每日会更新校园自习室的
座位信息，便于学生们查找自习室。

海南大学学生林琳（化名）曾
在海南大学夜洞的二手市场上购
买过电动车和雅思考试辅导书，

“我大二的时候，遇到大四的学长

和学姐正在出售电动车和辅导
书。我们在学校里谈好价格，交易
很快就成功了。学姐还跟我说了
很多雅思备考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校友情。”

“高校‘墙’等网络平台给高校
大学生提供了许多便利，让我感觉
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个体，整个校园
是凝聚在一起的。我遇到困难或
问题时，素不相识的同学会在平台
上热心帮我出主意。这些网络平
台的存在，让我的大学生活更加温
暖。”林琳说。

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功名认为，高校“墙”里的校园吐
槽、情感表白、失物招领、二手物品交
易等功能都是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刚
需，给他们的大学生活带来了许多便
利，因此受到许多大学生的热捧。

两年前，李纹遗失物品后萌生
了创立“万能墙”的想法，“在校园
里，东西丢了找不到，如何发布寻找
信息？如果有人捡到物品，应该如
何联系失主？我希望能创建一个网
络平台，为同学们提供生活便利。”

刚开始创建时，海南师范大学
“万能墙”的浏览量和点击率并不
高。“做‘墙’最关键的就是流量。
我们起初没有太多推广办法，只能
用心对待每一位给‘万能墙’投稿
的人。”李纹说。

有人在深夜难眠时，找“墙”
诉苦聊天；有人经常在评论区评
论，与“墙”上的朋友结下了深厚
友谊。作为生活服务平台，海南
师范大学“万能墙”除了发布生
活服务信息外，有时还会发布一
些有趣的活动内容或话题。海
南师范大学学生陈菊柳闲暇之
余喜欢浏览“万能墙”上发布的
动态信息，“一开始我不知道学
校有‘万能墙’，关注以后才发现
里面内容很丰富。平时刷 QQ

空间时，我会看看‘万能墙’上的
一些段子和幽默视频。”

李纹说，该校“万能墙”可以满
足在校大学生的社交和情感需求，
功能丰富，操作简单。在运营者的
管理下，粉丝数量越来越多，从一开
始的数十人逐渐上涨到上千人。

陈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
5月，“热海大生活墙”和“热海大
表白墙”正式开通，8名学生负责
日常管理，目前两个平台的访客量
均已超过90万人次。

“墙墙，觉得自己很孤独怎么
办”“墙墙，有没有周六一起考英
语口语的小伙伴，大家可以一起
拼车啊”“墙墙，我的伞掉到公共
楼下了，帮我问问有没有同学捡
到……”每天，海南师范大学“万
能墙”的创建运营者李纹（化名）
都会收到几十甚至数百条投稿。
投稿内容包括寻物启事、表白、提
问、感谢、吐槽等。他需要整理汇
总这些信息，然后发布到设立在
QQ空间的“万能墙”上。

“有一次，我捡到一本笔记
本。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就投稿
给‘万能墙’进行失物招领。当天
下午，失主就找到了我，并对我表
示感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
与影视学院学生陈思昱说。

每天，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表
白墙”都会发布情感分享、拼车拼团
等信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三学
生、“热海大生活墙”运营者陈华（化
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有“热
海大生活墙”和“热海大表白墙”两

个“墙”账号，管理者均为该校学
生。“表白墙发布的内容以交友、表
白等情感信息为主，生活墙主要发
布校园美食推荐等生活类信息。”

陈华说，“表白墙”的匿名性让
投稿者感到安心，一些大学生看到
相关信息后还会评论互动。许多
大学生既是“表白墙”的参与者，也
是“吃瓜群众”，可以在平台上浏览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校园趣事。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四学生
王铭川（化名）说，加入高校“墙”的
方法很简单，大学生添加高校“墙”
运营者为QQ好友后，给其发送相
关信息。运营者看到信息后，再截
图发到QQ空间中。

高校“墙”可以满足大学生日常
生活的多种需求。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一些大学生不禁感慨道，

“在家靠父母，在学校靠‘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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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靠父母，在学校靠‘墙’”

粉丝量涨，高校“墙”红

万能“墙”，让大学生活更暖

热点

“考试墙”
“生活墙”“表
白墙”“万能
墙”等各类高
校“墙”是依托
QQ空间产生
的大学网络社
交 平 台 。 此
“虚墙”非彼
“实墙”，通常
由高校在校生
运营，可在线
发布学生失物
招领、拼车拼
团等信息，其
形式类似于过
去人们在墙上
贴告示，故称
之为“墙”。

据了解，
我省高校“墙”
可以满足大学
生社交情感需
求，帮助他们
解决学业困惑
和许多生活问
题，备受大学
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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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考试墙墙””““生活生活墙墙””““表表白墙白墙””……大学……大学网络网络社交崛起社交崛起““墙墙””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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