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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共享经济

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所有社会资源都可以成为新语
境中的“公共资源”，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也将因此获得更加
丰富的外延。
（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 AⅠ·10 版）

共享经济考验精细化管理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观点圆桌
成都金堂县金龙镇街道上一处民房突发大火，一中年男子从窗户跳出，
最终抢救无效离世。房内男子的 9 岁女儿“照老师教的”躲进湿被子，隔绝了
大火产生的有害气体，为自己争取了获救的机会，随后被进屋营救的消防员
救出火海。小女孩说，用湿被子盖头的方法是学校老师教的。其所在小学的
老师说，
该学校开设了安全教育培训，
其中包括火灾逃生培训。

观点 1：
“女童火海逃生”再证生命教育可贵

9 月 13 日上午，郑州市交通委、城
资源，同时对城市管理资源造成无谓的
管局、公安局在交通委二楼会议室对摩
浪费。
拜、ofo 小黄车、酷骑、轻力、易购宝 5 家
在共享单车“井喷式增长”的过程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进行约谈。针对共
中，企业粗放式管理的弊端日益显现。
享单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关
共享单车之所以方便，最大的特点就是
部门要求，在出台相关指导意见之前， 没有设定具体归还地点，用户可以随时
所有运营企业暂停市区共享单车的投
随地锁车离开。不过，这种放任自流式
放。同时，运营企业要配合政府主管部
的管理给公共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门工作，加强互联互通，加强信息报送
制造了麻烦——写字楼、商业区等人流
与共享，尽快实现运营信息与相关管理
密集区单车停放爆满，甚至干扰行人车
部门的信息共享。
辆正常通行；同样是人流密集区，火车
今年 3 月，共享单车开始在郑州市
站等严管地带却很难觅到共享单车。
投放，因深受市民喜爱，共享单车迅速
就全国范围而言，共享单车管理都是一
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趋势。共享单
个亟待破解的城市管理难题，这也是共
车日益火爆，为市民出行带来便利的
享单车能否一路走好的关键所在。
同时，也为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少新的话
共享经济的一大特征是无
“人”
介入
题，乱停乱放者有之，不按交规骑行者
—— 供 求 双 方 无 需 会 面 即 可 完 成 交
亦有之，更有甚者，肆意破坏乃至窃取
易。不过，无人介入不能无人管理，更
车辆。凡此种种，无疑是共享经济融入
不能无人监督。对于企业来说，经历了
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尴尬与挑战。
“成长的烦恼”
之后，
是时候告别
“跑马圈
最近一段时间，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
地”的冲动，以精细化管理重新开启新
圳、
福州、
郑州、
南京、
武汉、
宁波等 10 余
布局了。对于职能部门来说，叫停共享
个城市，先后宣布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
单车“增量”之后，更大的课题是如何通
放。随着郑州市加入其中，可以想见， 过制度化管理盘活“存量”。要想达成
这个名单还将不断拉长。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目标，同样离不开共享思维——
城市叫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表面看起
有形的物质资源之外，无形的信息资源
来是为了缓解城市交通“阵痛”，深层原
同样需要共享。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
因则是致力于资源的科学分配和利用
础上，所有社会资源都可以成为新语境
——共享经济的核心是充分利用资源， 中的“公共资源”，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
如果任由共享单车无限投放，难免会因
务也将因此获得更加丰富的外延。除
利用率低下而导致浪费。更为重要的
了共享单车之外，涉及公共生活的诸多
是，闲置的共享单车势必挤占公共交通
方面，
都不妨借鉴这样的管理思路。

汪昌莲：一家人遭遇火灾，不同的结
局，值得当今社会深思。父亲选择跳楼
逃生，结果因重伤不治身亡；母亲不会逃
生，被重度烧伤，目前仍未脱离生命危
险；他们年仅 9 岁的女儿，则因为躲进湿
被子，隔绝了大火产生的有害气体，而成
功逃生。特别是，女孩选择的正确逃生
方式，是“照老师教的”，其所在小学，开
设了安全教育培训，包括火灾逃生培训。
9 岁女孩“照老师教的”火海逃生，再
证生命教育可贵。普及生命安全教育，
应成为学校急需补上的“第一课”；全面
系统地编写应急教育教材，才是对在校

学生进行生命安全教育的关键。在此基
础上，生命安全教育应进入社会各个阶
层，让应急技能贯穿人生的始终。比如，
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开设游泳课，让孩子
们自小就学会游泳，经得住风浪的考验，
而且要教会他们如何规避意外风险。通
过生命安全教育，彰显“知识守护生命”
的人生理念，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促进人的自然生存和社会生存能力的提
升，有效地预防意外人身伤害，将影响程
度降至最低，为每个家庭的幸福和谐提
供坚强的保障。

观点 2：逃生技能教育不能只面向学生
何勇：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父
女两人在火灾面前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和
命运，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暴露出了当下
我国逃生技能教育存在明显的短板。
近年来，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越来
越重视逃生技能教育，从幼儿园阶段就
开始培养孩子的逃生技能和意识，绝大
多数学校都按照规定每学期开展防地
震、防火灾等相关演练。但就整个社会
的逃生技能教育状况而言，并不理想。
目前主要甚至可以说是仅仅面向在校学
生开展逃生技能教育，而对于社会上的
成年人却很少向他们开展逃生技能的普
及性教育活动。
逃生技能教育的这种格局和短板的

存在，就造成了一个相当尴尬的现实和
结果，未成年的学生掌握的逃生技能和
懂得的逃生知识，往往比没有接受过逃
生技能教育的父母、大人多得多，使得孩
子们比父辈更知道如何科学逃生。
可见，让更多的人在灾难和事故面
前可以自救，逃生技能教育不能只是面
向在校学生，必须向全社会每一个人普
及。防灾减灾部门应当走进社区、走进
厂矿、走进普通大众中间，开展全民逃生
技 能 教 育 ，尽 可 能 增 加 人 们 的 逃 生 知
识。同时，公安等部门有必要以小区为
单位，建立起居民逃生演练机制，增加居
民在灾难面前的逃生实践能力。

9 月 13 日上午，有“网络大 V”在微博发布消息称，
“烟王”褚时健于当天去
世，引发了网友们广泛关注。尽管最终被证实为假消息，但造成的影响却无
法消弭，褚马昱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总经理李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这件事对褚老，对他的家人，以及对我们的产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
们肯定会追究到底。”

褚时健“被去世”谣言应依法追责

羞辱员工算什么管理手段
□张涛 文 沈海涛 图
据《华商报》报道，9 月 10 日，陕西
宝鸡一网友在微博发文称，位于宝鸡市
居然之家世纪荟萃店内的懒家婆家装
公司对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集中胸
前举牌拍照，并勒令其他员工在朋友圈
中转发照片，这样的管理让员工很受
伤。
员工没有完成业绩考核，自然会在
薪酬考核中体现出来，想要混吃混喝谈
何容易？退一步说，如果员工轻轻松松
就能混吃混喝，那么，是不是应该给管
理者颁发一个“管理无能奖”呢？近些
年来，类似的羞辱员工创意着实不少，
其中，有让员工大喊我不要脸的，也有
让员工当街爬行的，还有让员工挨个接
受胯下之辱的……此类拙劣的创意，只
有想不到，没有做不了，一次次令人大
跌眼镜。虽然始作俑者都打着激励员
工的旗号，但却很难掩饰其奴役员工的
冲动，正是因为不把人当人看，所以才
会有各种泯灭了人性的所谓创意，如果
这也能被自称为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

无疑是邪恶而且可怕的。
《劳动法》明确规定，侮辱、体罚、殴
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公安机
关可以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
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
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羞辱员工的
创意之所以不断花样翻新，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很少有人因此真正受到法
律的制裁，更有甚者，还涌现出大量以
培养奴性文化为能事的培训公司，专门
为那些泯灭人性的企业出谋划策。站
在员工的角度来看，工作来之不易，难
免会因此忍气吞声。站在监管者的角
度来看，当羞辱员工被当作管理手段的
时候，
理应及时介入。
实际上，多数羞辱员工的创意都不
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因为始作俑者既想
给员工一个教训，又想趁机扩大企业影
响，所以类似的羞辱创意采取的大多是
昭告天下的态度。那么，如果每一个拙
劣的创意都能受到法律的惩处，那些企
业又何至于如此明目张胆、
有恃无恐？

江德斌：经媒体追根溯源发现，该消
会名人，媒体对他的情况做过多次报道，
息最先出自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的一
各种细节均无遗漏，其家庭状况、公司联
条微博，在经过诸多网络媒体转载报道
系方式都是公开化的，并不存在信息沟
后，王巍随后又删除该条微博，并在微信
通的障碍。媒体只要打个电话就能了解
群回应“误传已删”。可见，褚时健“被去
的事，却在抢头条、拼速度的恶性竞争
世”的谣言源于“网络大 V”，属于自媒体
下，
轻易被放弃了，
实在是太不理智。
发布渠道，但其它网络媒体在转载时，却
名人本身就是舆论热衷报道的焦点，
过于追求发布效率，而忽视了对信息真
其“去世”更是大新闻，能够获得广泛关
实性的求证，导致谣言被正规媒体传播
注，
对于自媒体、
新媒体而言，
意味着巨大
开去，社会影响得以扩大，令更多人因信
的流量红利。而且，
名人
“被去世”
谣言即
任媒体而被误导。
便被拆穿后，也往往不了了之，缺乏后继
可见，在褚时健“被去世”谣言事件
追责行动，导致造谣和传谣的成本太低，
中，自媒体和网络媒体均有责任，没有遵
难以遏制住其他人效仿。因此，
对于名人
守新闻基本原则，未做进一步查证工作， “被去世”
谣言不能置之不理，
受害人应积
对于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处理太过草
极维权，让造谣者和传谣者付出法律代
率，才出现这一低级错误。褚时健是社
价，
从而谨言慎行，
不敢再随意捏造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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