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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是个技术活儿，真正的
道歉，应该包含三要素：诚恳
道歉+承担责任+真诚补救。
缺了哪一个，都难以赢得公
众原谅！

□本报评论员 冯军福

近日，全棉时代因为一则卸妆巾广告，

被网友指责侮辱女性。面对强大的舆论压

力，全棉时代低头认错，于深夜在微博上发

布“歉意表白”。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道歉信

仅开头为道歉内容，后文大段篇幅介绍该公

司创立初衷、专利技术、质量把控、原料选

材、公益活动，难怪一众网友吐槽质疑：“这

是道歉信还是获奖感言？”

通读全棉时代的这封道歉信，前两段还

算勉强凑合，起码扣题了。但从第三段开

始，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前面的“我错了”

只是个铺垫，后面的“我真棒”才是正题。在

长达两页的道歉信中，竟然有一页半的篇幅

都在夸自己，而且夸得如此直白，从回顾公

司创立初衷，到列举公司获奖专利，再到表

白网友“我们一直将品牌美誉度和用户体验

放在首位”，其道歉的真实动机不言而喻。

这不禁让人感慨：真不愧是一家专业生产

“清洁”产品的公司，不信你瞅瞅人家的道歉

信，为自己“洗白”得多干净！

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犯错的可能，企

业也概莫能外。做错事有很多种解决方法，

道歉无疑是最直接、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掌

握好了，不仅能让企业度过危机，挽回颜面，

还能增进了解、提升魅力，为自己带来一波

新流量；掌握不好，就有可能遭致全民吐槽，

品牌美誉度大受影响。如今，随着一些企业

和明星个人丑闻事件的曝出，道歉成为危机

公关最常用的手段，变得屡见不鲜。有的以

此化危为机，有的从此淡出江湖。道歉，也

由此成了一门技术活，什么时间发、发什么

内容，都成了考虑再三的事情。不知道你有

没有发现，现在的很多道歉声明都喜欢深夜

发出，其用意不言自明：趁着大家伙儿睡觉

的工夫，最大程度降低负面效应。

既如此，人们不禁疑惑：道歉的初衷是

什么？诚意又在哪里？难道就是为了和网

友躲猫猫，又或是逃避责任？道歉，真心悔

过是第一位。这方面的反面教材的确存在，

笔者简单梳理了下，一种是“找人背锅型”：

一家企业犯错了，道歉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

和本意，而是某某员工的误操作，不能代表

公司的理念和文化，我们对相关人员已经做

了处理；一种是“借机炒作型”，某明星年少

无知犯了错，时隔多年才想起来说声“对不

起”，可该赚的钱早就赚够了，这时候选择跳

出来，难免让人怀疑其借机炒作；最令人作

呕的是“自我表扬型”：说好的道歉，却变成

了一次难得的广告宣传机会，这波操作，仿佛

让人看到一个渣男在对女朋友道歉：“对不起

我错了，但是我很优秀，你难道忘了，我以前

对你如何如何用心吗？……你不和我和好，

就是你的损失！”总之，诚不诚恳无所谓，道不

道德不重要，只要能出名就行。

道歉是个技术活儿，但归根结底还是价

值观问题。一个伟大的企业，要有利益之上

的追求；一个公众人物，要守住应有的道德

底线。真正的道歉，应该包含三要素：诚恳

道歉+承担责任+真诚补救。缺了哪一个，

都难以赢得公众原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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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到共享篮球、共享汽车，

再到共享办公、共享住宿……在“互联网+”浪潮的

推动下，共享经济模式已经渗透于交通、住宿、医

疗、旅游、生产等诸多领域，然而有一个最应该共享

的领域，之前却一直不温不火，那就是科研。

无论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共享发展”理

念，还是“双创”和“互联网+”，科研都在其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而目前科研领域的一大痛点，

就是科研设施与仪器利用率不高，科研设施与

仪器部门分割、单位独占，存在分散、重复、封

闭、低效等多种问题，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没

有发挥到最优状态。

共享经济的最大功能，就是将分散的资源

进行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供给侧

与需求侧的弹性匹配，强调资源集约利用和信

用约束，实现动态及时、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

如果能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社会研发组织等社会用户开放，实现资源

共享，就能充分释放服务潜能，为科技创新和社

会需求服务，发挥“抱团”效应和“耦合”效应，把

好钢都用到刀刃上。尤其是对我省来说，优质科

教资源不足、科研资源和力量相对薄弱、创新驱

动力亟须增强，把有限的科研设施、仪器等资源

充分利用起来，显得格外必须和迫切。

事实上，早在 2016年，我省便出台《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

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对科研设施与仪器开

放共享工作，作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提出了“用

两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统

一规范、功能强大的专业化、网络化管理服务体

系”的工作目标。截至 2020年 12月底，河南省科

研设施与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入网仪器 7221 台

(套)，入网仪器原值超过58亿元，入网单位515家，

入网专家 522位，为全省 3500余家单位提供仪器

预约服务 22101 余次，平台网站累计访问量突破

120万次，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

艾，我省经济正在转型升级、蓄势跃升，科研水

平的提升、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说攸关我省发

展新优势的全面塑造，是河南必须紧紧盯住的

战略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持续推进科研仪

器设备的开放共享，把握“共享科研”的风口和

机遇，让“科研设施与仪器共享服务平台”这样

的服务模式发挥更大作用，使其成为河南科技

创新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非常必要，也十

分值得期待。3

搭乘“共享科研”的风口

连道歉都不会，凭什么求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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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网友“做减法的葱姑娘”表示，前几天收到一条

短信，提示有贷款记录，并附上了链接。本以为被骗，原

来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团外卖和美团买菜分别开

通了金融服务即“美团月付”，欠款 100 多元。对此，美团

投诉客户经理表示，“大多数人都开通了 300 元月结账

单，这是对优质客户的默认服务”。目前，当事人表示事

件已处理，被免除贷款费用，但心情仍十分复杂。（见1月
11日《北京青年报》）

作为一种授信付款服务，在客户没有贷款需求，甚至

没有申请、没有实名认证、没有绑定银行卡的情况下，便

对客户默认开通“美团月付”服务，多少有些“强买强卖”

的味道。推进“美团月付”，理应通过合法的程序，履行相

应告知义务，并征求客户同意。然而，报道中提到的有类

似遭遇的网友，都对这种不征求客户意见便开通服务的

做法没有好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对很多客户而言，叫

个外买、买个菜以及骑个单车，少则几元钱，多则百十来

元钱，这类普通的生活消费，一般都有能力支付，不会愿

意牵扯上麻烦的借贷关系。

退一步看，若“美团月付”让百姓能感到安全、实惠、

有利可图、值得，倒也罢了，偏偏“美团月付”数额不大，事

儿不小。由于日常消费数额不大，很容易忘记，客户不仅

要承担年利率 18%的利息，一旦逾期还会在个人征信中

体现出来。没得到“芝麻”，却可能丢失“西瓜”，很不划

算。况且，消费者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收到欠款通知后

才知道原委，这个“坑”显然不浅。对此，监管部门理应依

据法律规定，对这种行为做出相应的认定处理，不能让强

买强卖式网络金融服务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侵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7 （卞广春）

“默认服务”算不算强买强卖？

该谁管7 作者：巫德华

画中话

近日，2020 年度内蒙古包头市政府部门向市民报

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的现场述职评议报告会首场

活动举行。包头市 12 家政府部门负责人述职，邀请 2000

名市民代表参加打分，由之前的述职人员说给上级领导

听，变成说给百姓听。（见1月 11日《工人日报》）
一名官员或一个部门工作干得好不好，群众最清楚，

也最有发言权。包头市邀请 2000 名市民代表到述职现

场为 12 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述职打分，并作为考核时的

依据，可以让民众看看哪些官员说了真话，哪些官员说了

假话，哪些不该说的说了，该说的没有说。这样的“述职”

就是在提醒官员必须讲真话、讲实话，否则就拿不到高

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民众对官员的述职进行监督，

进而提升其为群众服务的意识。

再者，这样的“述职”不再关起门光听官员讲，而是接

受民众的检验，实际上也是在收集民意。市民在听取各

部门述职报告后，可在一周内就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动能

转换、城市治理、生态文明、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

议，向各部门建言献策，这对政府部门做好工作大有裨

益。如此做法，是述职工作的一次创新，也是接受民众监

督的好办法，值得推广。7 （胡建兵）

市民“打分”是一种述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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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姣姣 张兴

隆冬岁末，云台山在冬日暖阳的
照耀下，绽放着别样的美丽。

山还是那座山，但细细品来，却多
了几分卓然气质。接连数次登上央
视，元旦假日旅游实现口碑效益“双丰
收”；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 70
亿+传播量，强势助力品牌声量传播
与曝光；40万张惠民年卡销量再创新
高，打造景区创意营销新样本。

2021开年之时，云台山以强劲发
展之势，以欣欣向荣之姿，以昂首阔步
之态，全力实现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
提升，从门票经济转向产业经济，从观
光型转向休闲度假型的新突破，探索
出一条创意营销新路径，提升品牌赋
能的内生动力和市场影响力，以优质
服务不断满足游客需求。

以大活动创新大营销
元旦假期游客翻十倍

“我们在壮观的冰瀑群前拍照打
卡，在一万平方米滑雪场里玩得很尽
兴，每次来云台山都有新玩法、新亮
点！”1月3日，游客张女士感叹。

谋而后动，行且意坚。元旦假期，
云台山推出特色活动以飨游客，引爆
冬季旅游热潮，再次成为假日热点旅
游目的地。据统计，小长假期间，云台
山共计接待游客 6.72万人次，同比翻
十倍，接连两次登上央视，受到百余家
媒体关注报道，景区实现新年开门红。

元旦之夜，云台山国风音乐跨年
盛典暨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闭
幕式如期举行，一场山水文化与国风
汉韵的深度结合，一席集“汉服、汉乐、
汉礼”等多重元素的国风音乐文化大
餐引爆新年。

中西方音乐合奏时而空灵时而激
情，时而低吟时而高亢，“竹林七贤”身
着汉服，翩然起舞；古蛇、凶残小白兔、
辰辰奶奶等 20余位超人气汉服达人
组成国风红人团，华服披身，秀出东方
腔调；国风歌手霄磊一曲《叹郁孤》荡
气回肠，悠扬婉转；新锐乐队南征北战
的演出沸腾了整个舞台……

活动现场，随着 500架无人机凌
空而起，变换出“老家河南”“I♥河南”

“为祖国点赞”等图案，表达对新年的
期待和对祖国的祝福。

以大策划打造大品牌
70亿+传播量再结硕果

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总传
播量超70亿，搜索引擎收录的大会相
关新闻资讯达96万条，老家河南抖音
挑战赛话题播放量超过55亿，参与视
频超过46万支，输出原创优质作品超
过 15000 件……新年首日，历经 6个
多月的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在
云台山迎来收官之夜，盛典为第二届
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期间涌现出的老

家河南优秀文旅创作者、团队、组织单
位及 IP活动授予荣誉。

“态”是表象，“势”是潜质。发展
态势长期向好，稳定的是预期，展现的
是前景，传递的是信心。

大会共创期间，云台山紧抓机遇
与平台，精彩 IP活动不断、创意传播不
停。汉服花朝节和云台山电音节的累
计网络曝光率达7亿多次，云台山游客
人数快速增长，旅游车辆“川流不息”，
餐饮门店“座无虚席”，民宿客栈“一床
难求”，文旅链条业态迅速回暖；云台山
货丰收节、红叶国潮文化节、云台山冰
雪嘉年华，焕新旅游产品释放新活力。

凭借丰富多彩的IP活动、优质的内
容创作、高频的传播声量，同时依托两

微一抖、头条、快手、视频号、小红书、B
站等新媒体平台矩阵，营造热点、打造
爆款，获得广大网友的千万次点赞、亿
万次曝光，助力品牌持续曝光与提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舆情
调查实验室、中国旅游报社和阿里巴
巴集团组建的文旅产业指数实验室
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云台山连续数
月登上新媒体综合传播力全国前三名。

以大视野谋划大格局
40万张惠民年卡回馈游客

“4家景区，12个月无限次畅游，
才要100元，我给家里人都办了一张，

真是太划算了！”1月8日，焦作市民李先
生为家人购买了云台山旅游惠民年卡，
计划利用周末时间带领全家畅游云台。

新年伊始，云台山景区通过网上
面向全国游客发行2021年惠民年卡，
在进一步回馈广大游客的同时，通过
景区产品创新丰富游客体验，同时发
挥龙头景区带动作用，向焦作兄弟景
区引流。

2021 惠民年卡可全年不限次任
意游览云台山（五一、十一假期除外），
还附加焦作青天河、青龙峡·峰林峡、
陈家沟的全年景区门票，一经推出即
赢得大批旅游爱好者的热捧和抢购，
销售达到40万张。

无冰雪不冬天，云台山景区重磅
打造的云台山冰雪嘉年华引爆冬季游
热潮。广大游客慕“冰”而来，打卡千
米冰瀑群，畅玩一万平方米滑雪场，享
受别样的云台冬日胜景。“目前正值云
台山冰瀑群最佳观赏期，景区泉瀑峡
景点内，山泉水从山石间隙流出，在零
下十几摄氏度的温度下形成倒挂的冰
瀑景观，造型各异，覆盖整个山体，最
高的冰瀑落差约 50 米，十分壮观。”
该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云台山冰雪节
将从2021年 1月举办至 2月 17日，为
广大游客带来一场冬季的冰雪盛宴。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抓实“稳”
的举措，保持“进”的步伐，持续激发云
台山发展的竞进争先之势、干事创业
之势、攻坚拔寨之势、接续奋斗之势，
云台山人定将在加快景区转型发展中
起势成势，再次引爆旅游新热潮，再树
文旅发展新标杆。

40万张惠民年卡发行 云台山引爆冬季游热潮

云台山冰瀑层层复挂，美不胜收 孙庆新 摄 云台山壮观冰瀑惹人醉 孙庆新 摄

云台山冰瀑奇景云台山冰瀑奇景 郭浩杉郭浩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