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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塑料越限越多，控塑急需体系化治理

白

话广州

广州人讲天气

推

荐阅读

绷紧的弦，

现在还不能放松

热

点观察

新

华时评

东亚携手抗疫彰显命运共同体理念

让孩子懂得距离产生健康的道理

点

击广东

在当下中国消费者市

场评价中， 蹭品牌、 傍名

人、 用知名商标的谐音同

音字等行为， 已经越来越

不被看好， 甚至被直接当

作伪劣产品的标识。 在中

国制造水平已经达到一定

程度之后， 上述行为不仅

不齿于业界和消费者，更

是对中国制造的伤害。 尤

其是在最近数年， 一些法

律指向明确的判决屡屡出

现之后， 有关商标侵权的

法律边界越来越清晰，模

糊性越来越小。

———光明网：《乔丹体

育商标侵权案裁决指向明

确》

其实， 有很多办法可

以合理设计错峰吃饭。 比

如， 广西某中学对食堂进

行了精心设计， 每张餐桌

都设置了隔板， 这种隔板

的设计思维同样也适用于

教室课桌……再比如，在

学校餐厅空间有限的情况

下， 可以先安排低年级的

学生在餐厅吃饭， 保持安

全距离， 再安排高年级学

生就餐， 这种错峰吃饭方

式也有防疫作用。

———北京青年报：《学

校如何设计错峰吃饭是一

门学问》

长期以来， 我们采用

统一的分数线来区别普通

教育和类型教育， 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职业教

育的认知。教育实践中，确

实有一部分孩子无论是个

人兴趣还是自身特点，都

更适合职业教育。因此，不

妨在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

阶段， 就建立起与职业教

育相衔接的课程内容和入

学通道， 确保每一个孩子

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教

育， 以便更好发挥自身长

处和才能。

———中国教育报：《职

业教育让人生走得更远》

◎

木木 辑

据央视报道， 旧版限

塑令执行的 8 年中， 全国

主要商品零售场所使用的

塑料购物袋， 共节约了

700 亿个左右， 平均计算

下来每年节约 87.5 亿个。

但在快递行业， 仅 2015

年， 全国消耗塑料袋约

147 亿个， 国内三大外卖

平台一年至少消耗 73 亿

个塑料包装， 增量远超减

量。塑料越限越多，成为一

个难解的“死结”（《中国新

闻周刊》4 月 13 日）。

“白色污染”的公害早

已不缺少共识， 但无论是

商品生产与服务， 还是人

们日常生活， 都无法摆脱

对塑料袋的使用。 之所以

形成如此强大的依赖与惯

性， 根本原因还是其使用

的便利、廉价，从而成为普

遍而单一的包装方式，深

刻影响着社会的生产与消

费习惯。

这意味着， 治理塑料

公害不只是外在的全领域

塑料应用“限”或“禁”的命

题， 更有内在生产生活方

式的转型与升级。 针对一

次性塑料袋的“限塑令”，

虽然要求付费使用， 但消

费者为了追求便利， 对几

毛钱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 因此， 对于塑料公

害， 更需要的还是体系化

治理。

在目标上， 应当对塑

料在商品生产与服务中的

应用，进行精准、精细的定

位， 使得塑料应用的范围

得到收缩、 使用的绝对量

大幅度下降、 应用行为得

到控制。精细分类，联动治

理，通过绿色环保的替代、

转型， 实现包装方式的变

革。

在手段上， 则需要全

国一盘棋，综合多元，统筹

兼顾， 使得商品生产与服

务包装摆脱塑料依赖，特

别是低成本依赖， 从而寻

求环保替代， 去带动行业

链条转型。首先，对塑料包

装的“禁”“限”“控”应尽早

专门立法规范， 对生产与

使用则需执行更严厉的处

罚。

其次， 完善配套的政

策法规，通过经济、税收、

行政等手段综合治理，如，

不断提高塑料制品的经济

成本， 过度包装的违法成

本， 鼓励和扶持替代环保

包装材料、 产品的开发与

应用， 为包装方式革命创

造市场环境。

最后，疏堵并举，打好

持久战。 包装塑料的环保

替代是一个很长的周期，

塑料应用要“禁得了”，还

得“退得出”。 行政层面加

强市场监管， 尤其是重点

环节、 重点行业的管理，

如，对快递、外卖、餐饮等

行业推进联动共治， 促进

行业绿色发展。同时，加大

市场执法与监督力度。 同

时， 包装环保也须“用得

了”“跟得上”，漫长过渡期

需要做实做细激励、 扶持

政策， 帮助降成本、 扩产

能， 形成新的完整的产业

链条。

◎

木须虫 公务员

有人话， 两个唔多熟嘅

人， 见到面最多就系讲“天

气”。不过我就唔系咁睇喇，天

气边个唔关心呢？落雨、打风、

回南天、起北风……天气变化

系生活里边嘅大事啊。

其实，广州人倾天气有好

多呢方面嘅“术语”。佢哋中意

将“天气”称为“××天”，譬如

北风天、南风天、落雨天、回南

天； 打台风之前嗰几日叫做

“沤风”“沤雨”；起北风，有时

亦都叫做“翻风”。

广州话里边仲有好多盏

鬼嘅天气谚语，既有意思又相

当押韵。 譬如“一日南风三日

报，三日南风狗捐灶”，用来形

容前嗰排冷空气杀到一日急

降十几度就最贴切喇。呢句天

气谚语，系话冬季连吹三日南

风嘅话， 就预示有冷空气南

下，气温会急剧下降。 冻到咩

程度呢？下一句话你知———狗

都要“捐”（钻）到灶里边取暖。

相同意思嘅仲有“回南转北，

冻到口唇黑”，回南天转北风，

呢个时候就会异常寒冷。

至于“落雨”，广州话谚语

就更加多喇。 譬如“先雷后雨

唔湿鞋，先雨后雷水浸街”“先

雷后落，唔够洗镬”，呢两句嘅

意思都系话落雨行雷在先嘅

话， 通常呢场雨都唔大得去

边。 所以迟啲落龙舟水嘅时

候， 大家就可以自己判断下，

唔使听到打雷就慌失失。

◎

李月婷 媒体人

东盟与中日韩（10+

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

导人特别会议将于 14

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正

当疫情全球蔓延的艰难

时刻， 东盟十国与中日

韩加强合作、携手抗疫，

彰显了东亚国家秉持命

运共同体理念， 致力于

共同维护地区人民健康

福祉、 推动地区经济尽

快恢复正常。

10+3 国家是友好近

邻，合作机制历史久、效

率高。 10+3 合作机制因

应对危机而生。 1997 年

金融风暴席卷多个东南

亚国家，同年首次东盟-

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在马来西亚举行。 自

机制建立以来，10+3 国

家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造福了地区国家和人

民， 为促进亚洲乃至世

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新冠疫情暴发后，

东盟十国与中日韩等国

家迅速借助 10+1、10+3

等架构下的卫生合作机

制， 通过举行视频会议

等方式展开沟通与协

作， 共同维护地区公共

卫生安全。

今年 2 月，中国-东

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

别外长会在老挝举行，

中国和东盟国家率先树

立了地区疫情防控合作

的典范。 近期，中国抗疫

医疗队先后抵达柬埔

寨、 老挝、 菲律宾和缅

甸， 中国政府和企业援

助的医疗物资运往多个

东盟国家。 马来西亚外

长希沙姆丁在接收中国

政府援助物资时说，“患

难见真情”。

10+3 国家面临新的

共同挑战， 加强合作是

必然选择。 眼下疫情在

全球持续蔓延， 加大了

东亚国家面临的风险，

一些国家的确诊病例持

续攀升或出现第二波疫

情， 医疗资源和能力出

现瓶颈。 马来西亚前驻

华大使马吉德说， 本次

10+3 特别会议正当其

时， 有助于区域国家分

享抗疫经验， 相互协调

支持。

东盟人 士 普 遍 期

待，这次 10+3 特别会议

可以继续推动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 早日

控制疫情并引领区域经

济率先走出疫情阴影。

◎

林昊 新华社记者

首先关注疫情防控

方面的信息。 4月12日，

“广东新增境外输入

2

例

湖北输入

1

例 ，无症状者

31

例”

（广东省卫健委官

网4月13日）。 截至4月12

日，

“武汉 ‘重启’以来逾

万名武汉旅客到达广州

南站 ， 体温异常者可在

10

分钟内处置 ”

（《信息

时报》4月13日）。

疫情防控， 依然不

能掉以轻心。 特别是，全

国各地不少地方的学校

已经或即将迎来复学。

对此，

“钟南山提醒 ：开

会和上课都要戴口罩 ，

同学在一起也要保持距

离 ”

（《羊城晚报》4月13

日）。 如果人人都严格按

要求戴口罩， 并且保持

距离， 那么疫情传播的

风险就很小。 对于学生

来说， 家长和老师有必

要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

点，让孩子们养成习惯，

让他们懂得，特殊时期，

距离产生健康， 距离才

是相互关爱。

懵懂无知的孩子 ，

需要大人的悉心关注与

教育。 你看，

“广东一小

孩

3.7

万打赏主播， 平台

仍未退费 ”

（《新快报》4

月13日），这首先是家长

的责任。 孩子为何能够

轻易打赏那么多钱出

去？ 还是家教出了问题。

平台当然也有责任，比

如， 对未成年人的验证

系统缺失或形同虚设。

此案例中， 如何证明打

赏主播者是孩子， 成了

难题。 这事儿，最终还得

仲裁机构来解决。

消费纠纷常有，消

费者的证据意识也得常

有， 否则解决纠纷就会

比较麻烦。

“今年第一季

度全省消费投诉量上升

近四成 ”

（大洋网4月13

日），其中涉疫投诉拉升

了整体投诉量。 但消费

者如果始终保持清醒的

头脑， 在理性消费的基

础上， 还能养成证据意

识， 相信商家也会有所

收敛， 从而使得消费纠

纷得以降低。

◎

胡也屏 媒体人

“个别省份又出现聚集性

病例， 要始终做好个人防护，

不扎堆少聚集。 ”4月11日，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

发布会， 向公众再次拉响警

报： 疫情防控的形势依然严

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硬

仗还没有完胜。在疫情防控瞬

息万变的背景下，任何一个苗

头都有可能成为破坏疫情防

控大局的隐患。 稍有不慎，防

控努力就会付诸东流，防控成

果就会功亏一篑。

客观来说， 通过前面一

段时间的努力， 疫情防控的

紧张情绪得到一定缓解， 正

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持续回暖。

但是， 随着疫情防控举措进

入常态化， 不少地方一度绷

紧的防线变得松弛， 一些公

共场所变得拥挤不堪， 让人

捏一把汗。 要知道， 零新增

不等于零风险， 疫情防控并

没有“撤防”。 此时此刻， 多

一些警觉和防范， 比盲目的

乐观和热闹更重要。

事实上，从万无一失到一

失万无，只需要片刻的麻痹大

意，这不是危言耸听。在广州，

一家美食店疫情期间隐瞒客

人堂食情况， 最终多人确诊；

在上海，在同一航班上，当天

就激增80例疑似病例；在绥芬

河口岸，入境人数增大，确诊

病例骤升……可以说，境外输

入风险还在增加，境内反弹压

力不容忽视！ 防控意识不能

松，防控强度不可降，防控效

果不打折，才能将疫情风险降

到最低。

该绷紧的弦不能放松，更

不可忽紧忽松。 比如，武汉虽

然“解封”，但解除通道管控不

等于解除防控措施，打开城门

不等于打开家门，继续做好群

防群控、 社区防控至关重要。

再比如， 经过长时间的封闭，

按捺的消费需求渴望释放，中

断的生产经营亟待恢复，这就

需要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化

防控相结合，分区分级恢复生

产秩序，有序复工复产，在防

控常态化的前提下实现生产

生活常态化。

“现在还不是摘口罩的时

候！”五一小长假在即，钟南山

院士在一次采访中对此斩钉

截铁。 应该说，每个人都是防

控疫情的一道防线。对个人来

说，勤洗手、戴口罩、少串门、

不聚集依然是抗击疫情最直

接最有效的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

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

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

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

备。 阻断疫情蔓延的态势，守

住疫情防控的战果，既需要持

之以恒地控，也必需坚持不懈

地防。

◎

向南平 （原载人民网

4

月

13

日，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