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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向中國式過馬路說不

警惕下班沉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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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20艦載型是必然發展

讓救命車突破要命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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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起降訓練

資料圖片

視察佛山帶頭繞路走斑馬線

上班時侃侃而談，回到家卻疲憊懶言；聚會應酬時笑容滿
面，面對親友時卻麻木冷淡，這種下班時間跟上班時間判若兩
人的人群，被稱為 「下班沉默症」患者。

一項最新網絡調查顯示，超過九成網友患有不同程度的
「下班沉默症」。關於 「下班沉默症」的原因，59.6%的人認

為原因是工作壓力讓人身心疲憊，難以興奮；52.7%人認為長
時間疲勞，使人排斥情感交流。

心理諮詢師指出， 「下班沉默症」是長期壓力所致的情感
枯竭，如果不進行積極干預，可能形成逃避情感交流的慣性，
會給個人和家庭帶來嚴重的影響。它會讓人無心關注生活細節
，也容易讓自己和真正關心自己的人受到傷害，讓親友間產生
隔閡和矛盾，甚至還會破壞有效個體的社會支持體系，降低個
體的抗壓能力，造成情感枯竭引發的惡性循環，比如說抑鬱症
和自殺。

【網友熱議】

平安家家：為什麼沉默？是因為下班了，終於可以休
息了，說話都覺得累啊。

深圳百花谷主：下了班，就是要安靜、放鬆，真正休
息，啥都不想說，沉默，讓心靈寧靜。

一生求索：說到底還是壓力惹的禍。
服帖閣：據心理學教授介紹，該病症，前幾年在從事

助人工作的老師、醫生、警察中多發；近年在信息技術行
業人員中有類似表現，漸有寬泛跨越職業界限的發展。但
話不盡然。據觀察，上述職業人群的上層人員，大多能在
觥籌交錯中談笑風生，而絕無此症出現。

抗癌10年裡：要避免下班沉默症可以找一種自己感
興趣的項目堅持下去，例如：參加一個學習班，健身班，
可以和朋友聊天，和父母說說話，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告
別下班沉默症，同時也可以告別胡思亂想。

夜貓子：看到這個詞才知道自己出問題了，不過還好
，調整夠及時。

（鳳凰微博）

廣東佛山一幹部講述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當地
考察的一個細節說，前往慰問貧困戶時要穿過一條
沒有紅綠燈的馬路，見路上沒車，有人準備就近穿
行，卻發現習近平未直接過馬路，而是繞行一段走
到路口，帶領眾人走過斑馬線。不少親歷者對此印
象深刻。

以身作則從小事做起
對於習近平總書記帶頭向 「中國式過馬路」說

不，網友紛紛發表意見。網友 「維維」說： 「作為
一個國家領導要關心的事情很多，百忙中還能這麼
細心，真心覺得看到了我們中國未來的希望。」網
友 「麗娜」也說： 「有人帶頭違規，自然有人跟隨
，有人帶頭遵守，便會有人響應。」

網友 「中華巨龍」在微博說： 「榜樣的力量無
窮無盡，國民的素質決定民族命運；沒有規矩難以
成方圓，表率作用彰顯超越與自信。於無聲之處聽
驚雷，於細微之處見精神。誰能識得其中意？習以
為常近平民。」

網友 「遠山」說： 「領導已做表帥，百姓好好
學習。做有涵養民眾，徹底摘掉中國式過馬路之帽
。」

網友 「職業司機」說： 「總書記希望大家能遵
守生命規則，不擺官架子，我作為司機亦嚴格遵守
交通規則，希望大家從自己做起，文明出行，文明
中國，大家一條心。」

就在網友讚揚習近平立下好榜樣的同時，北京
市交警也開始對 「中國式過馬路」說 「不」。日前
，北京市朝陽區民警對 19 名闖紅燈的行人每人處
以 10 元錢罰款，消息一經報道，立刻成為公眾熱
議的話題。

下這一 「狠手」的是朝陽交通支隊奧運村大隊
的民警，他們沒有縱容 「湊夠一撮人就走，與紅綠
燈無關」的 「中國式過馬路」，半小時內查處了
19名闖紅燈的行人。

北京市交管局介紹說，朝陽區民警的這一舉措
是對該市公安局部署的 「交通、治安、環境三大秩
序集中專項整治」的迅速落實，這一專項行動將持
續至明年3月。

如今， 「中國式過馬路」已成為公共交通中一
大 「安全殺手」。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李曉松表示
，在造成城市交通擁堵的各項因素中，行人和機動
車的不文明行為所佔比例在2成到3成。據公安部
交通管理局統計，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國因闖紅
燈肇事導致交通事故造成798人死亡。

綠燈時間短無奈違法
實際上，對行人闖紅燈的處罰規定北京早已有

之─ 2004 年，《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

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規定，對有違反交通信號
、未走人行道或者未按照規定靠路邊行走的等十種
行為的行人，處10元罰款。

但是，這項規定卻並沒有被有力執行。西城區
一位交警向記者坦言，執行處罰面臨兩大難題：一
是警力有限；二是處罰過程困難，一些人總找出例
如沒帶錢等理由拒絕交罰款，民警就需要長時間做
工作。

不少市民表示，他們知道闖紅燈的行為不文明
，也不願意闖紅燈，但有時卻不得不這樣做。

「留給行人的綠燈時間太短了，年輕人都必須
小跑步才能過馬路，老年人花的時間更多，不闖紅
燈怎麼辦？」家住右安門內的鍾女士說。

市民張曉松則訴苦，有些紅綠燈設置不合理，
行人等待時間過長： 「有的時候路上沒車，也要等
很久紅燈才能過，很多人就不願意等了。」他建議
，如果希望杜絕闖紅燈，政府也必須提高交通管理
的技術水準和服務水準。 （新華網）

今年，殲31隱形戰機可能成為我軍下一
代艦載機的議論引起了網友熱議。殲21和殲
31高低搭配也再次被大家提及。

二次大戰以後，制空戰鬥機的戰場密度
都是處於不斷降低的狀態。在二戰中經常爆
發雙方在一個戰場投入近千架制空戰鬥機殊
死空戰的場景，在朝鮮戰爭中，雙方都沿用
二戰戰術投入空戰，但在短暫的實戰後，雙
方不約而同地減少制空戰鬥機的投入。

二代艦載機須對抗F35
因為噴射戰鬥機的爬升率、加速性都遠

遠超越螺旋槳戰鬥機，導致飛機空戰範圍的
不斷擴大，大量急劇爬升俯衝的動作出現，
使得飛機需要更大的空間作戰，同時飛機機
動性的不斷提升也使得指揮控制極為困難。

在大多數情況下，航母編隊是通過遏制
對方偵察機的雷達搜索來實現隱蔽，大航程
作戰飛機給航母編隊帶來了比較安全的防禦
距離，如果艦載機的作戰半徑超過敵方岸基
飛機的偵察範圍，那麼航母編隊就可以在完
全隱蔽的情況下對敵方發動攻擊，使其無法

預先反應，沒有足夠的時間組織防禦、如果
艦載機的作戰半徑超過敵方岸基飛機的打擊
半徑，航母編隊就可以在敵方的防區外航行
和作戰，作戰風險大幅度下降。

因此，美國固定翼艦載機的發展趨勢一
直是重量越來越大，航程越來越遠，美軍先
後發展過A12和NATF隱身艦載機，正是這
一作戰思想的體現，由於蘇聯解體，這些高
性能的作戰飛機失去了用武之地，但他們縝
密的設計思想，完善的設計理念對中國海軍
航空兵仍然有啟發作用。我們必須明確指出
，中國發展大航程重型雙發艦載隱身戰鬥機
，是符合世界艦載機發展基本規律的明智選
擇。

我國在成功研製出殲15重型艦載機之後
，已經基本掌握了重型艦載機的關鍵技術，
但我們必須冷靜地看到，殲15相對於美軍的
F35C 艦載機相差了一代，我國第二代艦載
戰鬥機在作戰能力上，必須能夠與美國的
F22 和 F35 戰機進行有效對抗，對國外典型
的 三 代 改 進 型 戰 鬥 機 ， 如 F/A-18E/F、
F-15K、F-15SG、颱風戰機等保持全面優勢

。按照通用化和減少成本的考慮，在殲20戰
鬥機基礎上發展一種重型艦載戰鬥機，是非
常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正確選擇；同時，在
該機的基礎上，還可以進一步發展殲轟20雙
座多用途戰鬥轟炸機，以及殲電20高性能隱
身電子戰飛機，走系列化發展之路。

美將加速研製六代戰機
必須指出，發展重型艦載隱身戰鬥機將

確立中國在世界艦載機技術上的優勢地位，
由於 F35C 具有先天技術缺陷，在殲 20 艦載
型戰鬥機面前，F35C 在空戰能力上將處於
明顯劣勢，這將是美國自1944年以來，首次
出現對手的艦載戰鬥機優於美方的情況，
這將讓美軍難以接受，美軍很可能將加速
新一代（美稱第六代）艦載戰鬥機的研製
進度。

總之，中國發展殲20艦載型戰鬥機是歷
史發展的必然，或許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
會看到這種基於殲20戰機基礎上的跨時代艦
載機呼嘯升空。

（環球網）

近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視察深圳，沿途不封路、
不清場，不鋪紅毯，更與群眾相伴而行，為不久前中央出台
的八項規定作出表率。

連日來，李克強、劉雲山、王岐山召開重要會議的一些
細節，通過媒體報道，也成了津津樂道的社會話題，讓民眾
倍感親切。

更加親民，更加務實。中共十八大後，新一屆中央領導
集體的親為表率，給人溫暖，給人信心。

【網友熱議】
李衛紅：新一屆中央領導層亮相一個月，會風、文風

悄然改變。從習近平親切質樸的講話，到多位領導開會要
求 「不念稿」 ，再到近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改進工
作作風的八項規定，新一屆領導班子務實求真的新風尚，
令人耳目一新。

鄧守強：轉變會風、改進政風、懲治不正之風，中南
海發出的改革強音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儒鄉國檢人：無論是輕車簡從、不安排群眾迎送、不
鋪設迎賓地毯、不出席各類剪綵和奠基活動、嚴格控制出
訪隨行人員細緻坦率，還是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要
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的真誠堅定，新一屆中央領導
集體為端正黨風政風率先垂範，國檢人要堅定的以先進的
黨中央集體為榜樣。

李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滿月」 ，從呼喚 「中國
夢」 、落實 「八項規定」 到頻吹改革風，親民務實之風贏
得普遍讚譽。我們期待 「滿月」 過後，啃硬骨頭，敢涉險
灘，凝聚力量，攻堅克難，把現代化建設事業推向新高度。

qiqi2018：期待新一屆政府以更大的魄力和智慧，切
實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好百姓多年期待解決而至今還未解
決的一些問題：過高的貧富差距；一二線城市高得離譜的
房價；退休工資的雙軌制；政府官員的財產公示；對存量
房徵收房產稅；對中小實體企業的扶植力度。

qinchang：期待新一屆領導人上台，相信他們可以把
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美好，抓好政治腐敗工作，更加貼
近民生。

黔東之旅：老百姓對新一屆領導集體充滿更多新的期
待，期待着有更大的魄力和智慧，解決一些積重難返的問
題，也更期待着在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彰顯華夏尊嚴。全國
上下一定力挺新的領導集體， 「滿月」 後動作足以說明一
切，相信人們的期待不會落空。 （新華微博）

一段 3 公里的路程，救護車卻走了 40 分鐘。
雖然一路上遇堵鳴笛，卻鮮有車避讓，使傷者延誤
了最佳救援時間死亡。近幾日來，有關 「救命車」
被堵、如何讓出 「生命通道」的話題在內地引發熱
議。

7日，北京急救中心西區分中心醫生王雨竹、
司機張少軍接報趕到一車禍現場發現，一位 55 歲
女性被車碾軋至重傷，王雨竹和同事想盡快把傷者
送往附近的武警總醫院。然而，急救車響着警笛，
卻很少有車輛避讓，改走自行車道也被違法停放的
機動車擋住去路，最終傷者傷重不治身亡。

怕違交通法不讓路
對於北京交通 「要命的擁堵」，很多特種車司

機都有體會。北京急救中心司機王雅東說，北京的
交通路況自 2008 年後愈發擁堵。尤其是早晚高峰
時段，擁堵、社會車輛不讓路或沒法讓、應急車道
擠滿社會車輛、自行車道違法停機動車等都是影響
急救車通行的因素。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交通管理工程系副教授高萬
雲說，應急車道在國外是生命線，沒有車輛會佔用
，但在內地只要堵車，應急車道也停滿車，應該處
罰。

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范達說，立法懲處不避讓
急救車是一方面，制訂並向公眾普及避讓急救車的
方法，教人們如何 「合法避讓」同樣重要。

出租車司機王宏奎表示，路上車本來就很多，
很多時候不是不願意讓路，而是怕由此引發交通違
法甚至事故，比如遇紅燈避讓時闖燈壓線怎麼算？
還有人提出，不避讓的行為是因為某些特種車輛濫
用警笛，利用特權辦私事。專家表示，特種車不執
行任務時不應享受特權，濫用特權要受到嚴厲懲罰。

【網友熱議】

怪誕的香蕉：馬路就那麼寬，都塞滿了車
，你讓他怎麼讓？軍警那些車沒事也拉警報為
什麼不管？說來說去還是政府的工作沒做好，
沒把城市規劃好，造成這種情況。

四喜檸檬：衛生部將出新法明確急救車有
優先路權剮蹭免責，什麼時候衛生部可以立法
了？都這樣搞，維護部門利益會是什麼結果？

紫戀魚：救護車是救命的車，優先權是必
須的。但為什麼經常遇到不讓路的情況？我想
是不是因為對一些沒有緊急任務響着警笛閃着
警燈亂跑的車的反感情緒的體現呢？

簡單的我：沒有完善的監管監督機制，這
種免責只會越來越多的被濫用。以後想要老百
姓信你才怪。

豆豆：我建議在國家法律規定的幾種車上
裝攝像記載，把不按法律規定的這些車輛全部
記錄下來，事後嚴肅處理，有根有據的，你看
還有多少人敢來不執行。

樹影斑駁福：贊同急救車優先權。救人嘛
是應該讓路的。不過別成了私權車隨意拉警報
。有法也要有體制讓老百姓信服才行，只有無
私的特權才會產生效應。 （新華網／新浪網）

2012 「世界末日」的謠言愈傳愈烈，網上流傳
着各種版本的 「世界末日」：小行星撞擊地球、超
級太陽風暴襲擊、行星連珠、地球磁極翻轉，這些
都是全無科學根據的，讓我們來戳穿這些謠言。

【網友評論】

不相信有世界末日
嚴武永勵：謠言止於智者，等到12月22日

後，我還能上網的話，我一定嚴正的抨擊世界
末日之說，當然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12
月21日真的會有事情發生，這與瑪雅預言無關
，是我們的祖先算出來的─那天是冬至。

楊正巧：沒有科學根據，還有人相信，都

什麼年代了，該吃的吃，該喝的喝，日子還是
要過的。反正我不相信。

離群的狼：珍惜每一天作好自己該做的，
就是死也不會後悔。

今世有緣：有些東西不是我們人類所能預
料的，該來的總是會來，聽天由命吧。

小背包客：都是謠言，去年搶的鹽吃完了
嗎？今年的世界末日，蠟燭買夠了嗎？

「三個太陽」 無關末日
日前，江蘇多地不少市民看到天空出現了 「兩

個太陽」甚至 「三個太陽」；在南京，還有市民拍
到了 「倒掛的彩虹」。專家表示，這些都是特殊的

天象，和所謂的 「末日」沒有任何關係。
婁琪：這個東西要親眼見不然很難信服。
孺子牛：人們的正確判斷力往往被自己超

常的想像力左右和混淆。
黃炎華：我看到的是兩個，這是透過雲層

折射的吧。
綠葉：是空氣中的水汽在特定的氣象條件

下把陽光多次反射、折射形成的假象。
永康：末日有咋樣？僅僅是一個輪迴的結

束，新的輪迴的開始。期待洗盤之後的另一番
真善美。

李欣：現在的人們是敏感時期，什麼東西
都會聯想到世界末日。 （騰訊微博）

◀14日，一群打扮成
「大熊貓」 模樣的志
願者走上成都街頭，
通過文明勸導、發放
宣傳資料等方式，普
及新的交通法規和安
全出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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