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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

郑州一市民带着老人孩子去超市购物。结果，老
人带着孩子玩耍与其走散失联，因老人未带手机，也记
不住家人电话，一下子急坏了这位市民。为找老人，其
家人跑遍了超市，均无果。无奈只能求助超市广播寻
人。但当老人的家人希望能用老人比较熟悉的河南话
广播寻人时，超市负责广播的工作人员却坚决只用普
通话，原因是“超市的规定”。老人的家人对此表示不
解。（详见本报5月15日AⅠ·04版、今日AⅠ·08版）

邓为民：老人和孩子在超
市走失了，家人肯定很着急，在
寻人时要求用河南话广播，笔
者以为并无不妥，这是在紧急
情况下的一种合情合理的变
通方式。虽然商场要求播音
员要用普通话播音，但在老人
和孩子走失的这一特殊情况
下予以变通，合乎情理，也是超
市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应
有之义。再者，《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第3条规定，国家推广
普通话。第13条规定，提倡公
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
用语。“提倡”不是“必须”，也就
是国家并未明文禁止在公共
服务业使用方言。

现在，我国还有许多老年
人，特别是农村老人，由于文化
程度不高，在说与听普通话时
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就
要求我们的公共服务单位在
为老人提供服务时，必须要兼
顾到这一客观需求。有些城
市在公共交通方面就做得很

好。在地铁和公交车报站时
交替使用普通话与方言，方便
了老年人的出行。但是，在更
多的地方，用方言与老人进行
沟通还做得不够。比如，在购
物、就医、金融服务等方面，就
很需要懂方言的服务人员与
老人交流，以避免出现表达上
的歧义。特别是在向老人宣
传一些政策和防骗知识时，更
要用老人听得懂的方言，使其
更加入耳入心。

“推普”与讲方言其实并
不矛盾，在公共场所使用普通
话的同时，多用一些方言与老
年人交流和沟通，不仅更有亲
和力，也是尊老敬老的表现。
超市播音员不愿意用方言播
报寻人启事，其实就是太过教
条，不懂得适当地变通，缺少对
老年人的尊重与同情之心。
语言就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所
以，用老人听得懂的方言与之
对话，就是最贴心的交流。

用方言对话是最贴心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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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创业更应关注内容健康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二更水鸟不知宿，还向望湖亭
上飞。”西湖美景留下了不少动人诗
篇，董斯张的这首《夜泛西湖》并非
名气最大的，但此时此刻，似乎是最
贴切的——杭州“二更”旗下的“二
更食堂”因“蹭热点”引火上身，目前
已经永久关停。但是，更多不知疲
倦的自媒体人，仍在振翅飞向“蹭热
点”的路上。

无论你以前是否了解“二更食
堂”，现在你终于知道他了。当然，
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5月13
日，二更创始人丁丰在朋友圈就11
日“二更食堂”发布的不当推文事件
进行了回应。丁丰表示，主动永久
关停二更食堂并深夜再次致歉。同
时，二更食堂创始人李明被免去在
二更网络公司的一切职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二更食
堂”本来只是想“蹭热点”，没想到偷
鸡不成蚀把米，反把自己“蹭”成了
热点。在5月11日的致歉信中，“二
更食堂”写道：对不起，这次我们犯
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相信，“二
更食堂”道歉的态度是诚恳的，但我
同样相信，这个严重错误几乎是不
可避免的——在追逐流量之路上狂
飙猛进，一些错误非但不足以使人
感觉严重，甚至会根本觉察不到是

错误。
作为“二更”重金收购而来的自

媒体大号，“二更食堂”的商业模式
基础在于流量，而这也正是不少自
媒体创业者的梦想——赚取十万+，
售与大佬家。遍览各类自媒体教
程，教授最多的无一例外都是如何

“蹭热点”。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所
有热点都能“蹭”，也不是每个人都
有能力去“蹭”。勉力去“蹭”，注定
只是一种纯粹的利益驱使，纵使千
般遮掩、万般扭捏，“吃相”如何能好
看得起来？

以“为内容付费、为知识付费”
为名，自媒体业务蓬勃发展，但在很
多时候，不明真相的读者只是在“为
情绪付费、为算计付费”。无论是情
意绵绵的“鸡汤”，还是怒不可遏的

“爆料”，表现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
行为逻辑却并无二致——吃瓜群众
的情绪变化，正是他人念兹在兹的

“爆点”。我们当然可以被感动，也
可以表达愤怒。但是，我们所有的
情感必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感受，而
不是被人计算收益时随意拨弄的算
盘珠。

有人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
灭给人看。在自媒体时代，悲剧则是
将丑陋的东西放大给人看。纵有天
大的事故与灾难，在一些人看来，也
只不过是难得的商机。掩盖在或温

情脉脉，或措辞犀利的文字之下，是
精巧的布局、准确的投放。每一次不
明就里的点击，都将转化为一分“蹭
热点”的动力，进而将丑陋继续放大
给人看。以流量论英雄的背景中，

“言为心声”已成为遥远的传说，“文
如其人”倒是不乏例证。

当下最流行的游戏，非“吃鸡”莫
属。经历过残酷的厮杀之后，幸存者
的电脑屏幕上会蹦出“大吉大利，今
晚吃鸡”的字样，游戏因此而得名。
在游戏者眼中，所有人都只是行走的

“资源包”。这与不少自媒体人的心
态何其相似乃尔——自媒体的沙场
上，每个人都是别人眼中的“资源
包”，自己在纵情消费他人的时候，也
无一例外被他人消费。“二更食堂”的
颓然坍塌，不过是咎由自取。相比起
一家自媒体的兴衰成败，整体市场环
境显然更值得关注。

面对野蛮生长的自媒体，制度
层面的完善固然重要，个人层面的
取舍同样不可或缺。自媒体的诸多
乱象，未尝不是供需关系的一种体
现，正是因为有人习惯于被“带节
奏”，热点事件才会变成少数人的饕
餮盛宴。如果读者能多一分理性思
考，消费公众情绪的行为就会少一
分市场。如果每个人都能坚持独立
思考，越俎代庖的“利益食堂”终不
免都将关门大吉。

□宛诗平 文 图片源自于网络

日前，福建武夷山市公安局旅
游警察大队民警在九曲高速路口
巡查时，发现一辆疑似“野导游”揽
客的车辆，民警上前盘查，当场查
获1名“野导游”，这已是该大队自
2017年1月成立以来查获的第68
名“野导游”。据介绍，武夷山旅游
警察大队成立一年多来，共劝告围
追兜售、非法揽客人员35人次，帮
助游客2400余人次，查获各类违法
犯罪案件92起，查处非法运营“黑
车”118辆次，为武夷山景区撑起了

“安全伞”。（5月14日新华网）
我国是不折不扣的旅游大国，

近年来，旅游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有效开放，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
也对安全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是，一些景区人数超负荷、
纠纷解决难解决慢、游览秩序混乱
等问题仍然存在，让“说走就走的
旅行”变成了“来了就想走的遭
遇”。在此背景下，旅游警察应运
而生，一些地方相继成立了旅游警
察队伍，担当起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和旅游治安环境的重任。

“旅游警察”上线，朝维护旅游
软环境路径迈出正确的一步。实
际上，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如

埃及、泰国、阿根廷、俄罗斯、马来
西亚等国，都已设立专门的“旅游
警察”，一些国家考虑到该类警察
的特殊性，还通过法律将其编制、
职责，乃至装束等细节确立下来，
以区别于普通警种，让其执法权行
使更符合景区特质。

实践也证明了“旅游警察”在
旅游执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
方面，旅游警察将把各种执法力量
整合在一起，发挥合力，增加对旅
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震慑力
度。尤其是“旅游警察”的加入凸
显了旅游市场刑事执法的倾向，其
震慑作用不同以往，值得期待。另
一方面，多部门联勤联动、联合执

法，将改变青岛“大虾门”事件中游
客找警察，警察让找工商，工商又
让找消协的扯皮、推诿现象，大大
提高监督执法的效率，更好更快地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说，随着国内旅游业的
蓬勃发展，旅游违法事件的高发频
发，“旅游警察”的设立具有极强的
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完全可以在总
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之上在更多的地方进行推广。心
所向，持以恒。实现“术业有专攻”
的旅游警察，是整顿旅游市场新思
路下打出的一记重拳，愿旅游警察
能够真正撑起旅游秩序的“安全
伞”。

愿旅游警察撑起旅游秩序“安全伞”

焦风光：按理说，超市负
责播音的员工严格遵守超市
规定，是一位责任心强、坚持原
则的好员工，应该被授予“爱岗
模范”或“敬业奉献奖”。但为
什么网友吐槽声不断，究其原
因还是超市缺少人性化管理，
只会墨守成规，不会灵活变通。

这件事上，如果仅用普通
话播报，其实是“强词夺理”。
这种事完全可以用普通话、方
言两种形式播报。因为商场
的服务宗旨就是为顾客着想，
急顾客所急的做法，是可以帮
助商场树立美好形象的。商
场仅用普通话不知变通的做
法，其实是在削弱其良好形
象。商场再遇到这事，完全可
以考虑尝试一下方言播报，没
播过，你咋知道其他顾客不会
接受呢？有的商场为了招揽
顾客，反而会想到很多奇思妙
招，应该会有商场采用普通话、
方言、英文多种语言形式吸引
不同群体的顾客。国家提倡

使用普通话没错，但具体到某
个地域，语言的使用还要视其
用途而定。如蒙语等一些少
数民族的语言，还是有其特定
区域、特定人群的使用价值
的。普通话并非每个人都用
得习惯、完全听得懂。语言的
首要功能是交流，交流的前提
是“让人能听得懂”。再动听的
语言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效果
只能是“对牛弹琴”。

“以人为本”是人性化管
理的出发点；因地制宜，因人施
策是人性化管理的落脚点。
试想，如果有广东老人走失，超
市用粤语寻人；如果有少数民
族老人走失，超市用少数民族
语寻人；如果有外国人走失，超
市用外语寻人，这样的“例外”
虽然越出“规定”一小步，却走
出了人性化管理的一大步。
规定不是人性化的挡箭牌，多
些换位思考，多为顾客着想，超
市收获的不仅仅是赞声一片，
还有企业的良好形象。

规定莫成“人性化”的挡箭牌

□杨玉龙

在很多农村地区，为村民建设
房屋的多是由村民自己组建的施工
队，其中有建筑施工资质者寥寥无
几。那么如果发生工伤事故由谁来
赔偿呢？这是房东、雇主、雇员等经
常遇到的难题。法官解释，按照雇
佣关系处理，当事人责任按过错各
自承担。（5月15日《劳动午报》）

自建施工队权益保障不容忽
视。首先，政府应该规范农村建筑
行业行为。比如，一方面加强对农
村建筑队伍的管理，并想办法提高

其素质；另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农
村建房安全的相关管理机制，通过
明确农村建房安全的责任主体、监
管单位及技术标准，使农村建房有
规制可循，从而将安全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其次，建筑施工队应加强自身
的建设。即便是“草台班子”，也应
该注重队伍高质量建设，尤其是包
工头应发挥好领头人作用。比如，
如果不能加入工伤保险，不妨组织
大家参加人身意外险，平时做好安
全警示教育以确保安全施工，在施
工中做到依法依规施工……从而为

建筑工人穿好安全“护身符”。
再者，完善基层安全监管队

伍。农村自建房发生事故，究其原
因，主要为施工硬件设施比较落后、
雇主没有防范风险的意识、相关部
门监管措施不严。而安全监管作为
重要的一环，不能等到事故发生后
才能给予重视。因此，一方面应充
实农村建房安全监管力量；另一方
面各地也有必要出台相关监管办
法，从而为建房安全加强监管保障。

当然，也唯有相关部门对这些
自建施工队重视与规范起来，他们
的权益保障也才会更稳靠。

自建施工队权益保障不容忽视

图片来自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