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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色香葱”掉下的可不仅是颜色
□余明辉

微信治理违规外链，能否一碗水端平？
□澎湃

隐形慈善诠释“柔软的力量”
□杨朝清

近日，辽宁大连市甘井子
区一家面馆内，一名男子为正
在就餐的12名环卫工人悄悄
买了单。在准备离开时，他对
老板娘摆摆手，示意其“别放
声”，这一幕被店内的视频全
程记录了下来。

（1月13日《长江日报》）

不论是湖南长沙女孩为援
鄂护士偷偷买单，还是山东菏
泽市民在第一个警察日悄悄为
3名民警付了饭钱，抑或是辽
宁大连小伙悄悄为环卫工买
单，面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些人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
采取了“偷偷买单”的方式，
来传递和表达他们的尊重、敬
意、体谅。“偷偷买单”不仅
是一种物质上的馈赠，更是一
种精神层面的善意和温暖。

与那种简单、生硬的“暴
力慈善”相比，“悄悄给环卫

工买单” 做得云淡风轻，连面
馆的老板娘都以为小伙子是环卫
工负责人。如果小伙子动静太
大、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替环
卫工买单，就可能会损伤环卫工
的体面和尊严，对他的好意心领
了却不愿意接受；“悄悄给环卫
工买单”避免了这种尴尬，非但
不会让环卫工有任何心理负担，
反而会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陌生人
的隐形慈善。

在互联网时代，失范行为更
容易被镜头发现和捕捉，善行也
更容易被镜头记录和保存； “悄
悄给环卫工买单”不仅打动了这
些环卫工，也打动了所有看到这
一幕的人。“悄悄给环卫工买单”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也具有文化
意义和社会意义——在人口流动
迅速的当下，遇见擦肩而过的陌
生人，除了麻木、冷漠、无视地
走过，还可以有更多选择。

古人云，“城，所以盛民也。”

一个城市不仅要为精英群体提供
价值实现的渠道，也要为普通劳
动者提供谋生的机会；一个城市
是否体面，不在于它高楼林立、车
水马龙，也不在于精英人群生活
得多么风光，而在于它如何对待
最弱势、最无助的普通劳动者。

“悄悄给环卫工买单”看似不经意
的举手之劳，却提升了城市文明
的厚度。

与人为善，放之于公共场
域，最低的层次就是管好自己，
不给他人添麻烦，更高的层次就
是换位思考、体谅他人、成人之
美，最高的层次就是为了他人和
公共利益让渡权利、牺牲自己。
将好事做得更简单、更纯粹、更
柔软细致一些，不仅能够切实地
裨益他人，也能够让他人心灵上
得到抚慰、精神上得到温暖。读
懂“悄悄给环卫工买单”的善意
和温暖，不仅需要围观者，也需
要行动者。

近日，微信发布公告称，对
QQ音乐、QQ浏览器、多多直
播、知乎、好看视频、小红书等
多个产品的违规外部链接进行
限制处理，对违规链接不再提
供微信内直接打开的服务，用
户可以点击“继续访问”或者通
过“复制链接在浏览器中打开”
的形式进行访问。

被点名的前两位是腾讯自
家产品，因此有网友调侃，“腾
讯狠起来连自家 App 都不放
过”。但是微信能否真正做到
一碗水端平，还有待具体观察。

微信作为事实上的全民社
交平台，早就具备了很强的公
共属性，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在国家层面强化反垄断的大背
景下，微信对违规外链的打击
更加不是企业私事。

对用户来说，用“复制链接
在浏览器中打开”这种方式打

开第三方App会更烦琐，违背了
互联网“互联互通”的本义。但
是，有些第三方App利用微信作
为导流平台，动辄出现弹窗误导、
胁迫跳转或下载 APP，像牛皮癣
一样让用户不胜其扰，也是事
实。这是舆论支持微信对外链进
行规范治理的民意基础。

重点是，规则是否公平合理，
执行是否一视同仁。

微信早就发布了相关规范和
协议，但是舆论也一直有“选择性
执法”的疑虑，怀疑腾讯对竞争对
手的产品管控严厉，对自家与合
作伙伴的产品却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此次微信公开点名 QQ 音
乐、QQ浏览器，可视为争取公众
信任的努力，但这还不够。

如何对待第三方链接，不光
是微信需要权衡的问题，更是互
联网平台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国内互联网巨头互相屏蔽竞

品外链早已是行业通行做法，火
星文一样的分享方式给用户造成
无尽困扰。另一方面，一些公司
在其他平台上粗暴的导流、获客
方式，也极大伤害了用户体验。

常见的景象是，一方指责对
方“垄断”“限制竞争”，另一方指
责对方“骚扰用户”，而事实上可
能双方都在拿用户当挡箭牌。

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 11 月
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
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指出：
平台经营者通过搜索降权、流量
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
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因对市
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产生直接
损害，一般可认定构成限定交易
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尊重用户，
都不应该只是说说而已。巨头
打架、用户受伤的局面，不能再
继续了。

贵阳市多个农贸市场出
现“掉色香葱”，纸巾一擦会看
到残留的蓝色物质，市民担心
这些蓝色物质是农药残留或
有害物质。1 月 12 日，贵阳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张妮
告诉记者，贵阳市市场监管部
门对“蓝色香葱”进行了排查，
并责令立即暂停销售。经检
测，蓝色物质是波尔多液残留
物，是一种保护性杀菌剂，危害
风险极低。

（新京报1月12日）

由报道不难看出，经检测
“掉色香葱”上掉下的蓝色是
一种波尔多液残留。在农业
生产上，波尔多液是广泛应用
的广谱杀菌剂和保鲜剂。它
的杀菌作用和“毒性”主要来
源于铜。铜是人体需要的金
属元素，诸如“掉色香葱”食用
时只要及时按常规清洗两三
遍，便不会对人体健康形成影
响。也正因为这样，以至于以
前在农业生产上还有的波尔多
液使用标准，随后被删除，在目
前的农业生产上并没有明确的

使用限制和标准，也就是可以相
对自由使用。

可就是这样的农产品安全常
识，很多普通群众并不知晓，以
至于“掉色香葱”视频一上线，就
深信不疑其真有危害，乃至先入
为主地认为这又是一起奸商等
为了利益而制造的食品安全事
件，对其敬而远之和格外关注，
引发了此次的“掉色香葱”风波，
令人遗憾。

然而，想象是一回事，事实又
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普通百姓对
波尔多液不了解，进而引发“掉色
香葱”风波，尚有情可原，那么作
为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士，贵州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
在“掉色香葱”被弄清是波尔多
液残留后，仍表示“这样的葱，长
期食用是有害的”，无疑是进一
步升级此次“掉色香葱”风波的
重要推手，加剧了社会认知的混
乱，有意无意导致了一些地方匆
忙叫停和下架“掉色香葱”的买
卖和销售。这无疑会造成相关商
家的不便乃至更大损失，对相关
地方的香葱产业也可能形成冲
击。而这，凸显的则是缺少基本

农产品安全知识可能的不利影响
和危害。

换句话说，“掉色香葱”掉下
的可不仅是波尔多液残留的蓝
色，而是社会大众、专业监管部
门人员对农产品基本安全知识
的不甚了解、认识不足，和求真
务实精神的欠缺等，乃至在相关
农产品安全问题面前盲从、失去
自我。

这也提醒有关方面，对农产
品安全敏感、为人们的进口农产
品安全负责是好事，但这要建立
在掌握相关知识、求真求实的基
础上。否则，随便质疑、敏感相关
农产品安全，既没有必要，也可能
造成他们的损失与不便等，不是
农产品安全观应该的正确打开方
式。

这就要求，作为普通群众，注
重农产品安全就要学习必要的农
产品安全知识，不能盲目从众，为
被人的流量背锅。同时，对监管
部门和人员来说，更应及时全面
掌握相关农产品安全知识，在出
现农产品安全风波等关键时候，
第一时间去辟谣澄清，而不是有
意无意火上浇油。

丁真吸烟
近日，丁真在房间吸烟的视

频曝光，引发网友广泛热议和媒
体关注。1月13日，新浪微博实
名认证微博“理塘旅游大使丁真
工作室”发布《丁真珍珠工作室及
丁真珍珠本人的道歉信》。道歉
信称，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前次回应草率且有误，引
发了社会舆论和批评，对此向广
大网友真诚道歉。公司将继续加
强专业能力培养。

（1月13日红星新闻）

吸烟或者不吸烟，作为成年人
的丁真当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作
为公众人物，吸烟往往会引发质疑
和关注。丁真作为网红，粉丝众
多，其吸烟行为对于青少年容易造
成错误的诱导，也与当前整个社
会禁烟控烟的大环境不相符。

从丁真吸烟所引发的争议
看，丁真及其所在公司很显然并
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丁真
并不是小孩子，吸烟也并非只是
简单的好奇。更值得追问的是丁
真吸的并非普通的香烟，而是价
格昂贵非常时髦的电子烟。这从
另一个侧面是不是说明红起来的
丁真已经失去了其本真，开始自
我膨胀了呢？

由丁真吸烟所引发的争议
看，我们或许更应该反思曾经的

“丁真热”是否过于感性，对丁真
的期待是否过高。而对于丁真而
言，这个不经意成了网红的年轻
人似乎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
美。吸烟的丁真或许是更真实的
丁真，但不符合大众的口味。然
而作为公众人物，吸烟似乎又是
一种罪恶的行为。公众人物当然
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烟还是不吸
为好。

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
□徐刚

谈得上“打脸”吗
□陈庆贵

“鸡娃”抢跑

每天下午5点，北京海淀黄庄
的大小快餐店，是校服一族和他们

“后援团”的主场。校服颜色不一，
穿校服的孩子或站或坐，或面目无
情、或神采飞扬，他们身边的大人
忙前忙后：忙着点餐取餐，忙着掐
表叫车，甚至忙着把食物喂到正在
做卷子或看手机的孩子嘴里。这
里是北京市海淀区，被称作“中国
教育的青藏高原”，海淀黄庄则被
奉为“宇宙补习中心”，而海淀妈妈
更以“鸡娃”的教育方法闻名——
她们不停给孩子打鸡血，不断给孩
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
拼搏。你怎么看？

【本期话题】

在一些旅游景点或商超市场，
有人把口罩装在了衣兜里，遇有检
查时才掏出来戴上；有人乘坐城市
交通工具，不是主动地戴口罩，而
是当司乘人员询问时才不情愿地
掏出口罩来戴上；也有些人的口罩
不是捂住口鼻，而是戴到下巴上，
或挂在耳朵上；在一些公共场所，
有个别人的口罩不是戴在脸上，而
是挂在手腕上。

——经济日报：《“戴口罩”莫
成“带口罩”》

老年代步车使用者基数庞大，
“法不责众”的惯性思维和与执法
“打游击”的手法，也让治理成效事
倍功半。眼下的情况是，老年代步
车使用者的法律意识和交通参与
素养有待提高，交管部门也没有具
体“抓手”去动真碰硬。久而久之，
形成了一个“交管部门不好管、普
通用户不怕管、不出事不主动管”
的恶性循环。

——人民网：《老年代步车如
何才能驶出“灰色地带”》

“打脸”通常意指，某人自信
满满断定事态发展，后事态出现
完全相反或迥异结果。就算丁真
纯真、阳光、健康的“人设”是他迅
速走红关键，然而，这种“人设”从
来不是丁真主观“人设”脸谱，而
是观者心目中的审美“人设”；更
非丁真希望努力抵达的“人设”目
标，而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
造物安排。丁真吸不吸烟，与

“打脸”半根烟关系也没有。
丁真也是个有着七情六欲

的活生生的阳光青年，就算“不
吸烟、不喝酒、不喝饮料”是相关
方面将他推销给公众的标签，也
属 僭 越 了 人 自 然 属 性 的 乌 托
邦。更何况，丁真乃成人公民，
公民私权利“法无禁止即为允
许”，只要不违反所在地禁烟规
定，抽不抽烟就是他的个体自
由，旁人有看不惯的权利，他有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权利。不
切实际的“脸”谱本由旁人强加，
何来“打脸”之说？

既然丁真吸烟扯不上综合
素质，丁真能否走红下去，就主
要看他未来的人生修为和事业
作为。事实上，因为摄影师一次
意外拍摄，才让丁真这张脸偶然

“天下谁人不识君”。丁真到底
能不能红下去，未来主要看他在
供职的当地文旅事业发展中的
作为“大观”，而实在不是吸不吸
烟这点“小节”。

@两宽：“鸡娃”现象，是“超前
培养”的牺牲品，是典型的专制型
或权威型教养方式。超前培养、突
出特长、挤进名校，是“鸡娃”的实
现路径。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
投射下，谁都不希望自家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家长们你追我赶在

“抢跑”，一味给孩子增压，孩子们
充满快乐的童年被功利教育劫持，
儿童的天真被烙上成人的记号。
在普遍攀比的心态下，孩子们被各
种“家教”“早教”培训班、乱补课
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假期，没
有玩耍的权利，像被关在笼里的
小鸟一样没有了自由。快乐意愿
被无情剥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

@火乐：“鸡娃”式教育，非但培
养不出“龙凤”之才，反而暴露出了
家长焦虑心态，加重了孩子们的学
业负担。这显然值得年轻家长反
躬自省：假期或双休日，莫拿焦虑

“绑架”孩子，请将快乐还给孩子。

@立早：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学
校和培训机构及“鸡娃班”的监
管。同时，教育部门应担负起义务
教育的社会责任，加强对义务教育
的“减负”管理，坚决向家长焦虑和

“鸡娃”式教育说“不”。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