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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疫 评 论

封 面 评 论

部分餐饮涨价 是一种合理的尝试
□蒋璟璟

据羊城晚报报道，恢复堂
食后一些知名餐饮企业悄悄
涨价了。这几天，多地网友也
在社交媒体上反映一些餐饮
店菜品价格上涨。对此，相关
企业回应媒体称，涨价属实，
由于疫情和成本上涨，公司调
整了部分菜品价格，整体上涨
幅度控制在 6%，各城市实行
差异化定价。

经营者享有自主定价权，
坦坦荡荡涨价，这是无可厚非
的。面对公众质疑，企业“由
于疫情和成本上涨”的回应，
实则也是不无道理的。有统

计数据显示，不管是物流中间
成本还是某些食材的采购价
格，都出现了一定幅度上涨，
这必然会转嫁到餐厅的终端
报价。

时至今日，某些餐饮企
业仍在艰难挣扎，或是在“赔
本攒人气”，或是在缓慢地恢
复客源。而另一些企业则是
一下子“梦回从前”客源爆
满、排队一如往常。事实上，
对于某些中高档消费餐馆的
消费者而言，他们本身就不
是“价格敏感型”，菜品的小
幅调价，并不会引起他们太强

烈的反馈。
如果说，这本身就是一个

市场分层、消费分级深度加速
的时代，那么在疫情之后，这
种“分化”的进程势必还将加
快。

疫情之后复产复工复业，
不同的商家有不同的路径选
择。有的涨价攫利，有的降价
促销，这都是正常现象。需要
重申的是，每一个商业决策，
都必然会有对应的后果。而
愿意尝试改变，愿意承担后果
的勇气，恰恰是一个市场恢复
正常化的指征之一。

武汉解封 红灯变绿 城市不灭
□李晓亮

沉寂了 76 天之后，江城
武汉，正在这个春天复苏——
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
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
对外交通。城市“解封”之际，
从“暂停”到“重启”，还需要全
国各地“搭把手、拉一把”，需
要社会各界以更多行动加油、
助力。

回顾武汉关闭离汉通道
的那些日子，疫情肆虐之时，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正是全
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火速驰
援，让武汉人民坚定了阻击疫
情的信心，也让湖北人民鼓足
了战胜疫魔的勇气。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以
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
疫情传播如今已基本阻断。
推动疫情防控从“全面阻击”
向“精准防控”转变，加快建立

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
会运行秩序，努力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降到最低，成为新阶段
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的主要任务。

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又要
着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武汉
市、湖北省的“担子”依然不
轻。按照要求，中央和国家机
关各部委将继续加大对湖北
的支持力度，制定一揽子计
划，在就业、财政、税收、金融、
脱贫攻坚、重大项目建设等方
面适当倾斜，帮助湖北解决实
际困难和具体问题。这体现
了对于一城一省的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为切实支
持武汉、湖北指明了具体着力
方向。

爱武汉、挺湖北，需要更
多行动。在眼下这段时间“拉

一把”，帮助武汉、湖北早日全
面步入正常轨道，不仅需要中
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鼎力
支持，同样需要更多地方、更
多人伸出援手。比如，受疫情
影响，湖北许多地方的农产品
积压待销，多帮湖北“拼单”

“带货”，就是支持、助力；在持
有“绿码”的武汉、湖北籍人员
有序外出务工之际，不戴“有
色眼镜”，给予更多工作机会，
用真诚和善意接纳他们，同样
也是支持……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
一句句“武汉加油”“湖北加
油”，曾给予武汉人民、湖北人
民莫大鼓舞；时下，由衷期待
社会各界以更多“加油”行动，
助力湖北、武汉经济社会发展

“爬坡上坎”。
据新华社

爱武汉挺湖北 要见更多行动
□梁建强

4 月 8 日，武汉全面解除
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75
个管控卡点统一撤除；276列
旅客列车驶往各地，其中武汉
始发54列；武汉西收费站、龚
家岭收费站、武昌火车站……
一起见证武汉“城门”重启。
闭关 76 天，武汉终再启封。
当然，解封不解控，战疫仍在
进行，小区继续封控，非必要，
不外出。

虽然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可安全有
序流动。但，在全球疫情未有
效控制之前，在无症状感染者
成新隐患之时，湖北特别是武
汉外出人员，依然会被重点检
测。比如，北京就赶在解封前
一天下午，重点强调“离汉返
京全流程闭环管理”。

滞留湖北人员返京，离汉
前、返京后，均要做核酸检测，
重点应是筛查“无症状感染

者”，确保防控无遗漏。类似
针对性检疫，应会是接下来防
反弹主要着力点。或也不止
北京，各地都将跟进。联防联
控，标准统一，切断传染链，才
能稳住当前防疫成果。

城市解封，至少是心理回
归日常的一个节点，生活必须
重启，复工复产，百业待兴。
这两天，传得最广的，是数日
前清明公祭，名为“博格特小
姐”的武汉姑娘，在听到鸣笛
声后，难以抑制地泪奔加狂
奔，情绪激动地冲上武汉解放
大道，记录下全城默哀的“武
汉三分钟”。

有导演评价，“如是电影，
肯定可得戛纳金奖。任何大
师，都拍不出这样的悲伤。”三
分钟止，鸣笛渐歇，红灯变绿，
生活重启。“博格特小姐”哽咽
地说出震撼全网的那句话：我
的城市活了又死，死了又活，

但是不灭。她事后解释，三分
钟后，看到红灯变绿，就像见
证一切重启。

灾难不一定都以进步代
偿。但“启动”，就代表“希
望”。希望不灭，奋战不息，抗
争不止，胜利终会到来。“英雄
的城市，英雄的人民”，不是城
市灯光秀上一闪即过的空洞
口号幻影，而是无数真实经历
过一切苦痛灾难，却心怀生之
希望的“博格特小姐”们，在重
启瞬间，百感交集，撕心裂肺
的无声呐喊。

高速解封，鱼贯而出的汽
车长阵，响彻云霄的长笛齐鸣
里，也饱含另一种集体宣泄。

“博格特小姐”的哽咽声，与离
汉出城的鸣笛声，需要举国体
认。

解封，只是开始。武汉重
回武汉，需要自己的努力，也
需要全国人民的关爱。

卑劣的偷拍
卑劣的病态人性

□蒋璟璟

观 点 1+1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
发布视频称，昔日高中同
学高某毕业多年后，在境
外网站上发布当年偷拍高
中女同学的照片，并配上
淫秽话语，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4 月 8 日，涉事男子
高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猥琐者的猥琐，总是
超越寻常人的想象。暗地
偷拍的照片，污言秽语的

“图说”，凭着这些所谓的
素材，高某在社交媒体上
的色情账号高调开张。在
一个多月的“营业”之后，
终于东窗事发。

女性被偷拍，可说是
世界性问题了。特别在社
交媒介大行其道的今天，

“偷拍”所引发的严重后
果 ，几 乎 被 几 何 级 数 放
大。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在
于，施害者和受害者，往往
是存在“时空区隔”的，这
客观上给及时的止害、强
力的追责带来了难度。之
于此，高某案就可谓极为
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
中高某乃是通过境外社交
平台，发布了“多年前偷拍
的高中女同学照片”。时
间维度的延迟，网络场域
的隔离，使得这场犯罪自
一开始就极具隐秘性。梳
理来龙去脉，简直让人不
寒而栗。而高某到底偷拍
了多少女同学？又将这些
照片用作何处？就如所有
的“偷拍案件”一样，身边
看起来无比正常的熟人，
居然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是多么可怖的故事！

从高中时期一直到毕
业就业，高某的“恶”一以
贯之，纵使在多年之后，也
克制不住要将当年的偷拍
晒出。作为一个病例标
本，高某的人生再证了一
个基本的道理：怪癖症、变
态人格从不会自愈，若无
及早的干预、科学的矫正，
只会变本加厉。在整个学
校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
假装此类问题不存在，敷
衍了事乃至拒不作为。自
一开始就筑牢校园防线，
以更专业的筛查和矫治来
防微杜渐，这是避免铸成
大错的关键，也是对女学
生最有效的保护。

不论任何时候、任何阶
段、任何年龄，“偷拍”就是
偷拍，是一种有悖道德和法
律的恶行，而不是所谓的

“玩笑”“丑闻”或者“禁忌话
题”。那些脱轨的人生，必
须及早拉回正轨，而不是放
任其损毁别人的人生。

“主播黑名单”
违法违规必食苦果

□蒋萌

热 点 评 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网络表演（直播）分会4
月7日向社会公布第五
批主播黑名单，共 58
名，54名主播、4名电子
竞技职业选手涉嫌从事
违法违规活动。被列入
黑名单的主播将在行业
内禁止注册和直播，封
禁期限5年。

“涉嫌从事违法违
规活动”指什么，公告里
未详述。透过“黑名单”
里一些人的昵称，如“金
莲约门庆”“虹灯区-蓝
剑”，“暗示”昭然若揭。

进一步看，穿着暴
露、动作下流、出口成
脏、散布谣言、诋毁社会
……往往是不良主播博
人眼球、异端出位、赚取
打赏的惯常套路。种种
恶劣行径，污染网络空
间，违背公序良俗，冲破
道德和法律底线，对于
受众，尤其是对懵懂的
青少年，负面影响不容
小觑。网络不是肆意妄
为的地带，行业协会将
违法违规者“拉黑”，于
情于理于法都是“必须
的”。

涉事直播平台难辞
其咎。面对不良主播、
低俗表演、负能扩散“群
魔乱舞”，如果平台方不
叫停，甚至迁就纵容，很
可能是为了流量和利
益。平台如果虚置内容
审核之责，是给自己“挖
坑”，倘若不履行应尽的
社会责任，无法在日益
规范的行业中行稳致
远。

“拉黑”从第一批到
第五批，说明一些主播
违规违法还不收手，更
表明行业监管秉承“伸
手必被捉”，这给仍心存
侥幸者敲响警钟。对主
播而言，不要以为被“拉
黑”没啥大不了，反正能

“捞一票”。必须指出，
如果情节严重，触犯刑
法，有关人员将接受刑
事处罚。至于平台管理
者，若明知主播在网络
上制作、传播淫秽视频，
放任不管，情节严重，则
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

玩火可能自焚，雷
池不容逾越，违反法律
法规，必然自食苦果。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