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内反种族主义浪潮波涛汹涌之
际，其领导人在竞选集会上公然以“功夫流
感”指称新冠病毒，从《纽约时报》到《洛杉
矶时报》，从有线电视新闻网到全国广播公
司，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对此予以谴责，认为
这纯粹是种族主义的诽谤言辞，不得人心。

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发布过关于新冠病
毒的正规名称，并被公众、媒体和科学界广
泛使用。所谓“功夫流感”是对亚裔人口的
严重冒犯，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对日益成
为种族歧视受害者的亚裔美国人来说尤其
不可接受。

三个多月前，白宫少数高官为推卸防疫
不力的责任，曾使用“中国病毒”或“武汉病
毒”指称新冠病毒，遭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国

内广泛谴责后被迫改口。如今却再次借所
谓“功夫流感”大搞污名化，着实令人震惊。

污名化的背后，延续着“甩锅”推责的老
套路。污名化的背后，隐藏着选举政治的

“黑思维”。疫情应对不力叠加种族歧视引
发大规模抗议，共和党选情每况愈下。但把
种族主义称谓当成政治救命稻草无异于玩
火自焚，只会疏远多数反对种族歧视的选
民，这种恶劣行径遭到专家和媒体一致谴责
也是理所当然。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评论
员唐·莱蒙在节目中直斥白宫高官说出“功
夫流感”不但虚伪，而且令人难以置信。

如今，美国国内面临“抗疫”“抗议”双重
危机，那些仍不幡然悔悟的政客们，将注定背
上祸国殃民的骂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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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经济帮助，子女应偿还”

亲情纽带不是财产侵占的理由
□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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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功夫流感”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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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青互助”养老
安全和缘分都很重要

□张炳剑

杭州长庆街道开始试水“老
青互助”养老新模式，即从孤寡、
独居等困难老人的实际生活情况
及主观意愿出发，调动辖区单位
年轻群体的积极性，以驻家生活
互助的形式，形成年轻人、老年人
居家结对的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说实话，这是一次比较大胆
的尝试，因此也引来了不少的关
注，目前该街道已有70多户独居
孤寡老人表示想参与到这个新
模式中来。

让年轻人与老年人一一结
对，老年人为年轻人提供与其共
同的居住场所，年轻人为老年人
提供日常健康照看与简单的生
活协助。以此搭建“朝”“夕”二
代互助沟通的桥梁，让老年人生
活更便利，减少生活中的一些安
全隐患；让年轻人居有定所，享
受家庭温暖陪伴。

这看起来倒是一个双赢的办
法，也算是一种资源的互补，老年
人在物质上给予年轻人一定的支
持，而年轻人则在生活照料上和
精神慰藉上给予一定的付出。

就像报道中提到的一个案
例，80岁的汪锦云老人独居一套
7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平日里没
人陪伴，就想找个人聊聊天，而
在一家公益组织工作的24岁的
媛媛，则面临着高昂的房租。于
是，在街道的“撮合”下，两人一
拍即合，开始了“同居”生活。

目前来看，一段时间下来，
两人的相处虽然还需要磨合，但
总体来说还算是相安无事。不
过，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不管
汪锦云老人还是媛媛，在彼此的
相处过程中，都给彼此留下了足
够的独立空间，没有过多影响和
干涉彼此的生活习惯和节奏。

因此，这种“配对”模式也有
一个很明显的“硬伤”，那便是受
客观条件的影响比较大。首先，
想要参与这种互助新模式的老
人，要有与陌生年轻人共处的意
愿；其次还必须有一套相对整洁
的至少两室一厅的住所；最后，
同住的两人还得对上眼，彼此能
够接纳对方。

说实话，要同时满足这些客
观条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而且，老人们的要求也不
低，对同住年轻人的职业、工作
场所、相貌、脾气都有很具体的
要求。从这些情况来看，“老青
互助”模式要真正推广开来，恐
怕会遇到不少困难。

另外，即便是双方有缘住在
了一起，也还有很多现实问题要
考虑，比如万一出现纠纷怎么
办，如果屋里物件损坏了怎么办
……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是，彼此的安全问题怎么保障？

有鉴于此，街道必须要有一
套缜密、严格的筛选机制，以及
详细的背景调查，既要保障老人
的安全，也不能委屈了年轻人。

唯有如此，这一“老青互助”
的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出互助、
互利的现实意义。 据钱江晚报

若评定2020年的高频热词，
无疑少不了“直播带货”。据商务
部统计，仅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电
商直播已超过400万场。

直播带货火爆，也存在消费
纠纷问题。北京消协通过对直播
带货平台的调查，发现有部分平
台存在虚假宣传。中消协的消费
者调查也显示，有37.3%的人在直
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即便
在直播带货处于上升期的2019
年，品控、售后、发货等问题也频
频发生。

有消费就会有纠纷，就会有
消费者的维权，从这点上说，维权
直播带货并非新鲜事。虚假宣
传、品控售后发货等问题，其存在
时间堪与电商发展史比肩。直播
带货不仅是消费场景变化，也是
电商经济的新增长极。大量线下
经营主体转战直播风口，交易规
模扩大，若不充分重视消费者维
权问题，便是漠视消费者权益。

从监管层面说，若未及时祭
出重拳，便会有治理真空，威胁方
兴未艾的直播带货经济。长久
看，受益于直播带货的各类市场
主体，也不免遭其连累。对线上
真实存在的虚假宣传现象、假冒
伪劣产品，监管要持久在线。

直播带货本质是营销，直播是
形式，带货才是根本。为了争夺消
费者，带货必然追逐主播影响力、
价格优势及销量数据。直播“翻
车”的原因往往是重营销、轻产品
质量，导致品控售后出纰漏。

中消协调查发现，观看直播的
人主要是了解商品，“性价比”和“喜
欢程度”是购物关键因素，有60.1%的
人是因商品性价比才“剁手”下单。
因而，直播带货只追求主播效应，忽
略质量管控，无疑是本末倒置。

直播带货能快速发展，离不
开电商平台运作。然而，为抢市
场，吸引带货主播、产品品牌入
驻，不免有平台在监管上睁只眼
闭只眼。整治直播带货乱象，平
台要主动作为。调查中，受访消
费者对于“主播是否就是经营者”
的问题认知较为模糊，这导致人
们有意维权，却找不到合适的对
象，因而平台要明确带货责任，畅
通维权通道。

除极少数头部主播外，不少
带货主播的从业素质不尽如人
意，比如对品牌的生疏，导致介绍
时无法满足观众需求，难以让消
费者产生黏性。

新事物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而总是在动态中完善，直播带货
同样如此。近日，中国商业联合
会牵头制定《视频直播购物运营
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
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
将细致规定直播带货准入、运维
及监管方方面面。今年7月，浙江
将首发直播电商服务规范，设置
主播“负面行为”清单。这些举措
的出台，释放着引导规制直播带
货行业发展的信号。只有行业内
外规范力量增强，专业人才涌现，
直播带货经济才能逐步告别乱
象。 据中国青年报

父母给付子女的经济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赠与，还是一种借贷？近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高
新区法院对一起老人向子女索要经济帮助的案
件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决被告段某给付其岳父
岳母借款本金11.1万元。（中新社）

“父母经济帮助，子女应偿还”，这一判决
结果可以说极具标志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的
是，本案本身有其特殊性：其一，本案属于岳
父岳母起诉女婿，而非直系血亲之间的官司；
其二，本案中核心人物之一的“女儿”已身故，
这客观上导致了双方家庭的相处基础和处事
方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

个案有其特殊情况，但法院判决背后是
法律依据以及适用逻辑，却是普遍适用的。
根据法律规定，父母抚养子女的义务仅限于
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对于独
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并没有抚养的法定
义务。父母对其个人财产享有处分权，是否
资助成年子女由其自由决定，给子女的经济

帮助，除父母有明确表示赠与的意思表示外，
均应当将其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
出借，子女应负有偿还义务，不能视为当然的
赠与。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深处，父母的经济资助
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即便在成年工作之后，不
少人仍接受着父母的资助乃至“供养”。一般
来说，这被视作“家庭支持”，但若是稍有越界、
过度，则就变成了“代际盘剥”。大多数情况
下，中国式家庭都有着一种圆融处事的智慧，

“闹僵撕破脸”的可能性很小。这固然合乎“家
和万事兴”的传统智慧，换个角度看，则是老人
们忍气吞声对自身的“财产权”做出了太大的
牺牲。

“父母经济帮助，子女应偿还”的判决，对
于中国家庭内部不清不楚、暧昧含糊的财产
关系，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启示。与其要面对
日后的纠纷失控、反目成仇，尽早订立借据、
约定契约，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站在路边等车，
他身前的路面上有一滩积水。这时，一辆白
色SUV驶过，溅起积水，让路边的男子湿了一
身。男子意图找肇事司机理论，但肇事车驾
驶人却不予理会。随后，男子向交警部门举
报。查看监控后，交警部门认为，肇事车驾驶
人行为违法，司机被罚200元。（据6月26日《央
视》）

暴雨过后，道路边难免暂时出现积水，
为确保行车安全，驾车司机往往都会采取降
低车速的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四十二条也有明确规定，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
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
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
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
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

从视频上看，应当是暴雨刚过，一位撑
伞男子站在机动车道边上的人行道上候车，

“马路牙子”线面的道路上有一大片积水。
此时一辆白色SUV快速经过，没有任何刹车减
速，积水顿时飞溅开来，尽管撑伞男子赶紧
退让，还是被水溅了全身上下。很显然，驾
车司机没有按照交法规定降速行驶，具有违
法超速嫌疑。按照交法相关规定，城市道路
一般不能超过时速50公里，虽然超速处罚没

有具体的规定，但大多情况下就是罚款200
元。该车辆经过的位置应当是市区，从路况
看最高限速不会超过50公里，而从SUV经过积
水处的速度来看，明显要高于限速。而且从
SUV的行驶曲线来看，似乎也存在某些故意。

另外，该司机的行为也明显有悖文明驾
驶。尽管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碾压积水溅湿路
人属于违法，但起码不符合“公序良俗”和最基
本的道德认知，更有悖最基本的文明驾驶常
识。

该司机碾压积水给路人“溅湿一身”之
后，无论无意还是故意“恶作剧”，在路人与
其理论时，都应该主动道歉和承担相应损失
责任，以取得对方的原谅。然该司机却对受
害者既不道歉更不认错，“逼”得受害者不得
不向交警部门举报，而交警对司机所作出的
200元处罚，显然也不是完全因为其驾车碾
压积水溅湿路人，而是该司机存在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不仅罚得应当与合
法，更是这位司机咎由自取。

驾车的时候遵守交规礼让路人，作为路
人的时候恪守交规尊重司机，相互理解谦让
才能保障和谐交通，今天超速行驶碾压积水
溅湿路人，明天被溅湿甚至受到伤害的可能
就是自己，没有谁永远手握方向盘，也没有
谁一辈子不遇到下雨天。 据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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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难免“翻车”
□ 白毅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