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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黄冈密卷”当礼物

3月21日下午，山东省援助湖
北黄冈的576位医疗队员返回家
乡。给黄冈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后，医疗队员杜庆也给8岁的儿子
带回了一份土特产——初中全套
的“黄冈密卷”。这份出人意料的
硬核礼物一下子就让杜庆成了“网
络红人”。网友们有的表示“扎
心”，有的觉得这老爸太强大，还有
的表示“这确实是黄冈特产，没错
了”。你怎么看？

@壹点从这份礼物不难看出
其中既饱含着对儿子的期望，又满
怀着对黄冈的不舍。

@鲁深森：对科学和专业的重
要性，医疗队队员可能比普通人有
着更深刻的认知。带一套好多年都
用不上的“黄冈密卷”回来，不是要
儿子现学现用，只是在表达对儿子
的期望，希望他能学有所成，以知识
报效国家和人民。

@沙元森：家风家教的传承，
果然都在生活的细节里。杜庆把好
多年都用不上的“黄冈密卷”带回山
东，看重的不是“密卷”，而是“黄
冈”，这样一段战斗经历也值得他永
久地珍藏。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套餐不应是套路，要为不同需求
的用户提供适合的服务。服务理当
与时俱进，具有市场竞争力，对那些
老旧的、资费高服务水平低、与“提
速降费”相悖的，应及时清除。不玩
忽悠夸大，拒绝虚假宣传，童叟无
欺，货真价实，才会真正赢得用户信
任。

留住老用户，吸引新用户，要靠
真诚优质的服务，而不是“强留”或

“硬拉”。
——人民网：《套餐多、宣传假，

运营商整改要动真格》

东京奥运会若如期举行，这对
很多届时受疫情影响无法参赛的运
动员来说，将是不公平的。而且，受
疫情影响，很多运动员的备战也受
到挑战，很难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
奥运会的赛事之中。这对他们的成
绩也会造成影响。

奥运会最注重公平竞技，对于
不少人而言，“延期”或许更有可能
实现竞技场上的“公平”。

——新京报：《东京奥运会能否
如期举办何以让人如此纠结》

除了带头“下馆子”“逛超市”，
各地各部门还需要将更多精力用在
打通“堵点”、补上“断点”和增强后
劲上，用在精准施策、精确用策和精
细服务上。从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态势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已取得积极成效。
但是，当前疫情防控也出现了一些
新变化、新问题和新挑战，不能有喘
口气、歇歇脚的放松心态，各地各部
门需要因时因势积极思考、精准应
对、持续发力。

——经济日报：《“带头堂食”还
不够》

除了时下火热的直播达人
李佳琦、薇娅以外，真实的直播
人才市场究竟是怎样？某招聘
网站最新发布的《2020年春季
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春节
之后直播行业的招聘需求同比
上涨132.55%；直播人才的平
均月薪达到了9845元，短短一
个月内再度“涨薪”。主播为直
播人才中的绝对主体，直播教
师竞争激烈。

（据《西安日报》）

这段时间以来，从国务院
常 务 会 议 提 出 要 对“ 互 联
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
度，到各地主政官员摘下口罩、
带头“下馆子”——疫情防控进
入新阶段之后，复工复产的

“ 加 速 键 ”尤 其 考 验 治 理 智
慧。要素流动了、企业复产了、
服务跟进了，剩下的，就是消
费端的信心如何恢复。说得更
直白一些，在全球疫情形势严

峻的当口，卖得出货才是市场
回暖的硬道理。

当此语境之下，企业、平
台、地方政府等市场主体，不
约而同想到了直播经济。数
字 显 示 ，过 去 一 个 月 ，超 过
50%的品牌电商旗舰店开通直
播卖货，线下门店直播也迎来
爆发增长。启动门店直播的商
家多了 5 倍，做直播的导购多
了 10 倍，并以每周翻倍的速
度持续壮大，带动线上线下业
务双增长。

如果说这些数字还略显宏
观，那么，不妨看看下面具体而
微的例子：3月19日，山东曹县
汉服源产地的180多家企业和
商户在线直播推介了近 5000
款汉服及周边。女县长变身汉
服主播 ，在“县长带货”环节，
直播间汇集超过160万人次观
看，商户在半小时内售出了汉
服 3000 余件。相较于积压在
仓库的货品，“带货”成了最硬

核的抗疫情、促生产、稳就业行动
之一。

今时今日，已经没有人敢小
觑直播的能量了。不得不提的一
个大背景是：2019年，双向互动的
中国直播电商行业，总规模一举
超过4000亿元，诞生了“5分钟卖
掉1.5万支口红”的带货纪录。有
疫情初期的经济打底，复工复产
后的中国全产业链，都离不开直
播带货。在“复工大联播”等直播
实践中深耕地方、稳扎市场。一
举多赢，何乐不为？

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0年1月~2月，国内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1万亿
元，同比下降20.5%。但让人意外
的是，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却逆
势增长，二月同比增长8%。读懂
了这个反差，就能读懂市场创新
为何会在直播经济上如此情有独
钟。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直播经
济这个全域营销的新阵地，已经
成为撬动市场回暖的一个支点。

近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展，假新闻也随情境变化
衍生出新的变种。其中，有旅
游博主发现自己的照片被移接
成“广州女毒王”，在网络上被
大量转发；也有营销号被曝为
吸引流量炮制数百篇“疫情下
的××太难了”雷同文章。假
新闻制造者利用人们的猎奇心
理和信息不对称，贩卖、触发社
会焦虑和恐慌，给社会秩序造
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仔细分析疫情期间的假新
闻，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以受
众情绪为“杠杆”，通过触发情
绪进行病毒式传播，从而实现
眼球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目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利用传播
学规律的做法，往往十分有效。

首先，诉诸情绪能够减少
受众核实信息来源、质疑新闻
真实性的动力，客观上降低了
假新闻传播的成本和阻力。一

些假新闻看似在陈述“事实”，
可是无论是在表达方式还是内
容选取上，都被嵌入了一种观
点倾向，也刻意挑动着某些特
定情绪。

比如，在郭某鹏等一些隐
瞒接触史的真实案例被报道
后，公众已经形成了对此类不
负责行为的担忧和愤怒情绪。
此后不少“毒王”假新闻与真假
信息拼凑而成，迎合和激发着
此类情绪。社会上固然存在少
数不负责的疫情扩散行为，但
是，假新闻的炮制和传播将个
例普遍化，引发了不必要的恐
慌和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随着受众越来
越多地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
闻，人们在接受信息本身的同
时，往往会伴有社交“好友”转
发时的评论，从而影响了自身
对新闻的独立判断力。

以情绪为“杠杆”的可怕之

处还在于：与专业平衡的新闻报
道相比，它们有时更容易激发受
众转发、评论的冲动，从而扩大了
假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数据
上的“好看”，也使“标题党”“假新
闻”显得有利可图，进而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

要想更有效地与其斗智斗
勇，就需要社会各方从其制造和
传播机制入手，合力应对。

一方面，要进一步压实平台责
任，灵活、及时地予以审核，建立事
实核查和辟谣平台，减少虚假消息
的误导。另一方面，也要依法严格
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假新
闻不因“制造成本”过低而泛滥。
尽管要求受众事事都去核查并不
现实，但还是可以从识别典型的
套路入手，培养对各类新闻的合
理质疑能力。比如，在接收一条
内容耸动、引起强烈转发冲动的
信息时，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我
的情绪是不是被利用了？

近日，有不少微博用户称账
号信息遭泄露，有人在网上公开
售卖微博用户信息。随后工信
部发布消息，因新浪微博被爆出
用户查询接口被恶意调用导致
App数据泄露问题，工信部网络
安全管理局对新浪微博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问询约谈。

据微博方面的说法，这次
事件的漏洞并不在微博方面，
是有人非法窃取了用户的手机
号，然后顺着手机号调用了微
博数据。在技术上作此解释可
能没问题，可对用户来说，即便
手机号被泄露，但沿着手机号
就能调用微博数据，微博方面
没有把关责任吗？

如业内专家所言，如果只
是个案性地用手机号匹配微博
资料，微博平台还可以说自己
是受害者。可当上百万、上千
万的手机号码来调用微博数据

时，微博平台的风控有没有发
现？如果没有发现，那说明其
安全把关意识和能力出问题；
如果发现而没有封堵、没有对
用户做及时的风险提示，同样
说明微博方面没有尽到责任。

微博现在是国内最受欢迎
的社交平台，用户量如此庞大，
任何一点安全漏洞，都容易造成
难以估量的损失。因而对于用
户信息安全，可以说怎么强调都
不过分。灰产窃取网络平台的
资料，已不是新现象，对此国家
相关部门应该提升打击治理力
度。但与此同时，作为微博平
台，显然也难辞其责，需要在安
全上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

在被工信部约谈之后，微
博回应已加强安全策略，并将
详细情况上报给司法机关。同
时也将不断强化安全策略，完
善账号安全设置服务，以帮助

用户提高账号安全等级，并呼吁
用户加强防范意识，保护好个人
账号。这些表态之外，还需在具
体环节，增强多加“安全锁”的意
识。比如在源头上，最好的安全
保护，就是尽可能少地收集不必
要的用户信息。

现在很多APP都明里暗里地
使用“霸王条款”，过度搜集用户
信息，这样一旦出现信息安全问
题，就会对用户造成极大伤害。
对于这些过度搜集信息的行为，
国家相关部门此前就有相关的规
范性要求，规范之外，也要在日常
中加大检查监督，这才能从源头
上添加“安全锁”。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理
应清楚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也应时
刻把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放在重
要位置。在储存管理用户信息的
过程中，哪里可能出现问题，哪里
需要提升技术，不应该是个难题。

直播经济
撬动市场回暖的支点

□邓海建

你的情绪是不是被利用了
□任冠青

治理信息泄露需要更多安全锁
□敬一山

为表达对你们深深的敬意，请
掏钱买我的商品……话虽不好听，
本质就是如此，也是造成舆论“翻
车”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
这份礼物没有含金量。了解酒类市
场的人都知道，在白酒市场中，茅台
是头把交椅，更重要的是，茅台长期
处于市场紧缺状态，或者说，以
1499 元的零售指导价很难买到。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3 度 500ml
飞天茅台酒的零售价高达 2800 元
左右，较 1499 元/瓶的原价上涨近
85%。可见，原价购买茅台这份礼
物还是有诚意的。

不过，放在致敬英雄这样的场
景下，还是有些不伦不类。一方面，
茅台酒再好，也不是人人都需要，都
消费得起。既然致敬的是一个群
体，就当讲究个一视同仁；另一方
面，1499 元的售价虽然不贵，但经
销商未必不赚，如果按一级经销商
969元/瓶的进货价来看，卖一瓶就
赚医护人员 530 元。进一步说，无
论炒作宣传自己是否出于本意，都
会在客观上扩大自己的商业影响
力，如果拉着战“役”英雄们给自己
做了“广告”，到头来一分钱不出，反
倒还赚医护人员的钱，这样的算盘
未免打得也太精了。

在舆论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
中，商业机构的参与理当有一些“洁
癖”，要拿得出诚意，经得起推敲。
如果你觉得转身卖掉就可以获利不
菲，那么你就自己卖掉后再把利润
拿出来；倘若舍不得，就不要急着往
上冲，因为关注度是把双刃剑，能增
加曝光度，也会放大瑕疵，甚至起到
反噬的作用。当公众觉得感情被冒
犯，好名声也就成了坏名声。

3月23日，贵州白酒交易所对
外公布称，“为了表达对战疫英雄们
深深的敬意”，该公司将按每瓶
1499元的原价向贵州援鄂医疗队
1443 名医护人员直供飞天茅台
酒。此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公众
质疑该公司是借援鄂医疗队队员在
炒作。

（3月25日 上游新闻）

向医护人员直供茅台

相关企业的行为存在蹭疫情热
点的嫌疑，但并没有突破底线。虽
然谈不上很高尚，但也谈不上不道
德。现在不是强调要企业化危为
机，应对疫情冲击吗？贵州白酒交
易所就算蹭了援鄂医疗队热点，这
也是主动寻找商机的行为，不算太
出格。

我们谈道德，大公无私是一种，
但利己不损人更是一种值得推崇的
现实的道德观。企业家身上当然要
流着道德的血液。但企业家如果能
坚守“利己不损人”的底线，也是有道
德的行为。企业只强调社会效益，不
追求经济效益，估计生存也艰难。如
果企业因此而经济效益不行，或者办
不下去了，造成员工收入降低或者
失业，那才是最大的不道德。

如果大家都能像贵州白酒交易
所那样，以大幅让利的方式善待医疗
队员，这更是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致敬英雄的务实行为。当医疗队员
回到生活中，所到之处，处处大幅让
利，这不仅能让他们以较低成本享受
到美好生活，而且还能从社会普遍的
让利善举中感受到敬意。这不正是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状态吗？

为何造成舆论“翻车”
□宋鹏伟

提供茅台“福利”并无不妥
□梁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