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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龙门阵 娱头条 锐评论

近两年来，我国无人机呈爆
发式增长——从旅游景区、影视
基地到重大新闻现场，频频可见
无人机“忙碌的身影”。然而，从
无人机行业管理到使用者的飞
行资质、行为准则等，仍存在监
管漏洞；频频出现的“黑飞”“闯
入禁飞区域”等现象，更为无人
机的发展蒙上阴影。（人民日报）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无人机
的管理，其实是个世界性问题。
比如，美国也是于去年6月才出
台专门的无人机管理办法。目
前我国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
驾驶员资质等方面已有相关的
管理文件出台，但还缺乏无人机
专用审查程序和适航规章。

比如说，多数无人机飞行都
因种种原因而未申报，如此大面
积的“黑飞”现象，带来了不容小
觑的安全隐患。因而，当前加强
无人机管理，首先还得从完善和
优化管理规定出发。其中一方
面，是推动管理规范的全覆盖。
比如，当前的规定多止于无人机
的使用环节，生产和销售端的管
理仍比较薄弱。这在客观上增
加了无人机后端管理的压力。
另一方面，监管的专业度需要提
高。当前对无人机的管理涉及
公安、航空等多个部门，呈现出

“多头治水”的局面，不仅管理效
率不高，也增加了使用者对管理
规则的适用难度，所以应尽可能
专门化。

有规则，还需要强化规则的
普及。不少人在使用无人机时，

除了看产品说明书外，其实对于
无人机的管理规则和相关的法
律规定知之甚少，从而出现了社
会规则意识落后于无人机普及
程度的尴尬。需要提醒的是，目
前无人机虽然看似只是少数人
的“高端玩具”，但随着技术的进
步，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无
人机将更趋大众化。因而，对无
人机的管理，也必须“接地气”，
充分对接社会的需求，像普及交
通规则那样去培育社会的航空
文化与规则意识。

作为一项技术密集型的产
品，无人机的规范管理，也离不
开相应技术的保障。在无人机
安全飞行上，当前最通用和重要
的技术，便是电子围栏的应用。
但目前国内一些无人机企业所
设定的地理围栏数据，与多数机
场的净空保护区要求仍存在不
小的出入，其全面性与权威性都
严重不足。这有待于监管部门、
机场以及无人机生产企业之间，
加强数据共享，建立权威的数据
参考库。此外，监管部门也可以
通过技术参数设定，为无人机划
定更多的安全飞行区域，合理地
设置管制空间。

无人机在未来的市场空间
和应用前景，非常可观。但任何
领域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成熟
的管理体系的护航，无人机领域
也不例外。而对之的理想管理
目标，当是实现保障新技术使用
需求与保护公众安全之间的合
理平衡。

为敦促失信被执行人自觉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从4月起,广东阳江市中级法院
组织各县(市、区)法院在乡镇、街
道设立曝光专栏,让“老赖”在家
门口现丑。据阳江中院执行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曝光模式
在广东省属于首次,曝光覆盖面
较广,第一批共有 1327 名“老
赖”在家门口被曝光,一些失信
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偿还了
债务。

@北京青年报：公开曝光
是惩治“老赖”的措施之一，意在
通过社会监督形成舆论压力和
道德压力，逼迫“老赖”履行法院
判决。不过，曝光地点一般选择
在相关法院所在地，即哪个法院
作出判决，就在哪个法院所在地
进行曝光，这一惯常做法，其实
在无形之中削弱了曝光的威慑
力。譬如，一个A省的人在B省
做了“老赖”，一个A市的人在B
市赖账不还，B省或B市的法院
将其在火车站、汽车站、闹市区
曝光，这些地方虽然人流密集，
但几乎没什么人认识这个外地

“老赖”，“老赖”自然不会有太大
的心理压力，甚至觉得无所谓，
以致曝光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家门口曝光“老赖”，效果

则大不一样。街坊四邻都认识这
个人，看到他竟然干出赖账不还
这种事，人们难免指指点点、说三
道四，甚至在背后戳脊梁骨，这就
对“老赖”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和道德压力。树活一层皮，人活
一张脸，没有人不在意自己的名
声，“老赖”其实也不例外。在陌
生人社会里，有些“老赖”不在乎
别人说什么，但在熟人社会里，他
们会变得特别在乎。在陌生的地
方丢了脸面，还可以换个地方“重
新做人”，可在家乡丢了脸面，名
声可能要臭一辈子了。

@新快报：面子社会里,国
人最在乎的还是街坊四邻的评
价,没人愿意丢人丢到家门口,所
以社区曝光相比于闹市区曝光
可能更有效果。不过,与之前有
地方推出的悬赏治“老赖”一样,
这顶多算是辅助手段,仍然撼动
不了脸皮厚或者隐匿财产手段
高明的“老赖”,对于行政部门成

“老赖”这一特殊情况,恐怕也无
济于事。如何治“老赖”?法律上
的限制乘坐飞机高铁无疑很重
要,公共场所曝光也很有必要,但
根底里还是需要加大执法力度,
也有赖于工商、金融、证券、房
产、旅游等部门联网,让失信者
真正寸步难行。

近日，留学生吴凯的故事，
引发了网友热议。在美国留学
8年，吴凯曾铁了心要留在美
国，最终他却选择了回国。吴
凯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让
那些打算送孩子到国外读书的
家长更理性一些。吴凯经常看
到这样的报道：“留美花费500
万 元 ，回 国 后 月 薪 仅 5000
元”。虽然父母从来没说过让
他找份好工作来“回本”，但吴
凯常常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
能“回本”。“我看这辈子是没戏
了，我在美国 8 年花了 400 万
元，什么时候能挣到400万元？”
（广州日报）

吴凯的留学经历与心路历
程，其实颇具代表性。随着“出
国留学”的普及化，关于其低回
报率、低性价比的种种讨论，正
变得越来越有模有样。“花400
万留学，回本不知何年”，诸如此
类的感叹，想必绝不只是吴凯一
人的迷惘。从某种意义上说，随
着“留学”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过
度，关于其价值的再思考，势必
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困扰着国
人。是不是要送子女出国？是
不是要让子女回国？在回答这
些问题时，中国家长似乎表现出
了从所未有的犹疑。

事实上，中国社会关于“出
国留学”的价值定位，数十年来
已经历了几轮变更。最开始，

“留学”属于开眼看世界、向先进
文明学习，这多多少少还有点家
国情怀和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之后，“留学”则变成了学业精

英、富家子弟出国镀金积累人生
资本的惯用手段，这其实代表了
一种“知识变现”、“学历变现”的
主流路径；而最近十余年来，“留
学”则更多变成了一种跨国生意
与标准化产业，诸多中产家庭的
孩子以及资质平平的青少年急
不可耐地涌入其中。

在过去，“留学能不能回
本”，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
题。首先，鉴于留学生的稀缺性
与留学过程含金量之高，留学必
然会回本，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再者说，在留学生主要由公
费资助学生和富裕家庭子弟构
成的背景下，他们根本就不会或
者说不需要考虑“留学能不能回
本”这个问题……但时至今日，
随着大量中产家庭的孩子被送
出国留学，留学的“投入产出比”
的的确确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
话题。

在很多人看来，考虑“留学
能不能回本”实在是俗了。“留
学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何
必要功利地计算性价比。”可现
实中，又有多少家庭能有这份
从容心态，以及为此作为支撑
的殷实家底呢？需要说明的，
探讨留学可能导致的经济层面

“得不偿失”的风险，只是为了
便于相关家庭能在做决策时多
一份理性的参考。审慎评估出
国留学的价值，费效比和收益率
当然也是可以纳入考量的维
度。毕竟，情怀归情怀，实力归
实力。有怎样的预期，就得对应
有相应的盘算才是。

行业监管
应跟上无人机发展的步伐

◎朱昌俊

在家门口曝光“老赖”

考虑留学能否回本，是正常的风险评估
◎蒋璟璟

多特大巴被炸令世人震惊，巴萨又净吞三弹同
样令人叹为观止。此番巴萨在尤文的阿尔卑球场
0:3败北，绝对是又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是的，巴萨在本赛季创造了欧冠历史上一个伟
大的“神迹”，在首回合0:4落后巴黎圣日尔曼的情
况下，回到主场6:1逆转了对手，最终以总比分6:5
淘汰对手晋级。但，相同的剧本如果写两遍，很有可

能出现偏差。
这次客战尤文，开场仅仅7分钟，巴萨城门便失

守，到第55分钟，尤文已经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全部3
个进球，比失利更加可怕的是，巴萨根本不知道该如
何解决问题，制造进球，尤其是面对尤文图斯这样一
道传统意式的铜墙铁壁。本赛季，尤文图斯在欧冠
中仅仅只丢掉了2个进球，只有巴萨12个丢球的零
头。巴萨这支在很多人眼里无坚不摧的球队，在进
入淘汰赛阶段之后，后防线就成为了漏勺，3场比赛
被对手打进了8球。

在欧冠的历史上，巴萨曾经在1977年对阵伊普
斯维奇、1979年对阵安德莱赫特以及1986年对阵
哥德堡时，首回合0:3输给对手，最终均成功晋级。
但这三次均为次回合扳平比分，点球大战战胜对
手。先不说巴萨如何攻破尤文的防守，就算是有幸
扳平，想要在对方门将老布冯那里讨到便宜，也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儿。

“今天我真的很难相信逆转这个词了。”赛后接
受采访时，巴萨主帅恩里克坦言。事实上，有机构列
出了各支球队晋级半决赛的概率，其中巴萨晋级的
概率仅为9%。的确，相比上次逆转巴黎圣日尔曼近
乎于零的概率，这次巴萨明显要容易一些，那么，巴
萨这一次真的还能成功排除危险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百部看四川》新作上线
川味美食让人垂涎欲滴

4月11日，“百部看四川——
微视工程”最新一批作品上线，
《响当当的三大炮》《去绸都，看丝
妹儿》《叶儿粑——橘子叶中的甜
与咸》三部作品呈现了四川独特
的人文风貌和美食文化，其中三
大炮和叶儿粑两道川人耳熟能详
的小吃，让外地网友看得口水长
流，“到四川旅游一定要尝尝名不
虚传的川味美食！”

四川省委宣传部推出的“百
部看四川”微视工程围绕川人、
川事、川景、川菜、川茶、川酒等
四川元素，以微视角为切入口，
将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故事
情节、幽默的语言与深厚的文化
底蕴相结合，让观众领略一个不
一样的四川。

新上线的视频主打四川美
食，三大炮就是主角之一，它虽
然只是糍粑，但在小吃街有着

“响当当”的名头。叶儿粑是川
西农家清明节和川南春节饭桌
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对于许
多在外打拼的四川人来说，也是
一种“乡愁”。

据了解，“百部看四川”在腾
讯视频开设V+频道，在今日头
条、乐视、爱奇艺、优酷、搜狐、
PPTV、暴风影音等各大门户视频
网站开辟专区，并开通微信公众
号、新浪微博，每个月都将推出一
批新作。这些已上线的作品，将
在全省的户外大屏、地铁、机场等
公共场所滚动播出。川报全媒体
集群的四川在线、《川报观察》客
户端、《四川新闻》客户端和四川
日报微博微信同时进行展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脱发增发遮盖白发订假发
18年品质 逼真舒适

尚一假发：隐形假发正以燎原之势影
响全国。专业针对：白发不想染发、脱发稀
少、片秃、全秃、化疗脱发等等。
锦江区大业路6号上普财富中心广场C座2009室

028-84161851 84161852广
告

多特大巴

欧 洲 足 坛 近 几 年 恐 袭 阴 影 不 散

遭炸三火
三声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整个世界足坛。在欧冠四分之一决

赛首回合多特蒙德主场对阵摩纳哥的比赛前，多特蒙德队大巴接连
遭遇了三起爆炸袭击。爆炸导致球队大巴受损，后卫巴尔特拉和一
名球迷受伤。最终，该场比赛被迫顺延一天。

爆炸发生后，德国警方并未明确宣布这起事件是否为恐怖袭击事
件，但可以确定的是，爆炸的确是专门针对多特蒙德队而来。人们不禁
要问，连欧冠比赛都能遭遇炸弹袭击，在欧洲还能不能愉快地踢球了？

轰轰轰！

由于摩纳哥周末还有比赛任务，最晚周三晚些时
候要赶回去，因此比赛只能被推迟一天进行。多特蒙
德方面希望球迷们能够理解这个决定，而摩纳哥方面
则为滞留的球迷每人提供了80欧元的补贴。

但这项决定却引发了球迷和媒体的强烈不满，他
们将矛头对准了欧足联和俱乐部，认为安排比赛在第
二日重赛简直是太仓促了，是对球员和球迷的伤害和
不负责任。一名叫尤尔根的球迷表示：“怎么可能在
24小时之内就进行重赛？他们只关心钱，谁在乎球
员的安危了？”

德国《世界报》则发文表示：“在24小时之内就重
赛，不管是在竞技方面还是个人情感方面，都是让人
无法接受的。谁能保证不会有再次袭击？这简直是
不可理喻的。当然，欧洲足球比赛的日程非常紧张这
可以理解，一周之后还得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但我
们现在谈论的是一支足球队，一群年轻人成为了袭击
的目标，一名球员甚至因此受伤。”

2015年，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曾遭遇“炸弹惊魂”，
随后，包括德国和荷兰之间的热身赛等一系列比赛都
被取消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后果 /后防大将巴尔特拉受伤

炸弹是在多特蒙德队前往球场的路上被引爆的，
事发地点距离球队下榻的酒店并不远。多特官方媒
体写到：“在球队前往球场的途中，我们的大巴发生
了事故，有一人受伤。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附近，我们
的大巴遭遇了爆炸袭击，但目前球员都很安全，球场
附近和场内并无危险。”随后，欧足联、两家俱乐部
代表和当地有关方面经紧急磋商决定，将比赛延迟
到第二天进行，警方迅速地疏散了球场附近将近6

万名球迷。
据《图片报》透露，爆炸装置被安放在了路边，爆

炸的冲击将大巴的玻璃震碎，巴尔特拉因此受伤，已
经被送往医院接受了手腕的手术。多特蒙德的门将
罗曼·布尔基就坐在巴尔特拉的身旁，他对瑞士媒体
说：“爆炸之后，大巴里的所有人都把头埋了下去，我
们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爆炸。警察来得很快，控
制住了局面。但我们都很震惊。”

前情 /俱乐部曾收疑似爆炸物

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立刻展开调查，让人不寒
而栗的是，除了已经被引爆的三枚炸弹之外，还有第
四枚炸弹没有被引爆。

随后又有消息称，警方在爆炸现场附近找到了一
张纸条，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但是当地警方认为，
这张纸条真伪未定，需要进一步调查，也并未透露更
多纸条上的内容细节。因此，截至记者发稿，究竟是
谁和哪个组织引爆了炸弹还不得而知。《图片报》透

露，警方已经在调查犯罪分子的车，据说挂着外国牌
照。这件事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毕竟要袭击正在行
驶的车辆，需要精准计算好时间和路线，要么就是在
附近可以随时遥控引爆。

另外，曾有媒体质问警方是否有人借此勒索，但
警方拒绝评论这一传言真实性。就在几个星期前，多
特蒙德俱乐部曾经收到类似爆炸物的白色粉末，不过
当时这一事件并未引起重视。

反应 /仅推迟一天重赛引争议

轰轰轰！
巴萨又遭打成筛筛
总想靠奇迹翻盘恐怕不容易

巴萨主教练恩里克在场边表情沮丧。

这是 4 月 11
日在德国多特蒙
德拍摄的遭到爆
炸袭击的多特蒙
德足球队大巴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