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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的名义，把飞机叫回来！

白

话广州

“重建”上下九

市

民论坛

线下消费“后悔药”

不妨扩大实施版图

珠

江

瞭

望

热

点观察

“挤到游客喊退票”拷问景区限流机制

男童连踢电影屏幕，家长在哪？

点

击广东

中国对外援助属于南

南合作范畴， 不同于西方

发达国家对受援国搞权力

层级， 我们与受援国之间

是实实在在的、 平等的发

展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

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一贯恪守低调的作风， 多

做少说， 甚至只做不说，

充分尊重受援国的自尊

心。 然而， 随着国际形势

日趋复杂化， 我们桃李不

言的方式也面临挑战， 一

方面， 一些受援国内部多

个利益相关方在政治博弈

过程中， 难免将中国援助

作为攻击执政党的口实。

另一方面， 西方一些国家

的舆论攻击和表面功夫也

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 比

如， 中国在一些非洲国家

实实在在援建学校并交付

使用后， 美国“和平队”

派去了几个志愿者去支

教， 被受援国民众误认为

只有美国才关注当地的教

育水平提升。

基于这些情况， 我们

在对外援助过程中， 需要

做好事留名， 积极塑造舆

论环境……

———环 球 时 报 ： 《援

外，做了好事要留名》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然而时下一些演员却管不

住自己的嘴。 有的张口就

来、 胡说一气， 把脏口荤

口当作语言特色， 有的拿

社会禁忌当作调侃对象，

有的把和观众互动当作

表演全部； 有的表演不

够、 洋相来凑， 简单嫁

接各种综艺桥段， 又唱

又跳又吼又叫。 这样一

些低俗、 庸俗、 恶俗的

表演， 丧失了语言艺术

的操守， 也污染了相声市

场的氛围。

演员谋生不容易，但

基本操守不能丢。 对以相

声为生的民间艺人而言，

编演符合市场需要的作品

理所应当。但要看到，演员

和观众是相互塑造的。 某

种程度上说， 有什么样的

表演就会培养什么样的观

众口味。

———人民网：《崇德尚

艺， 相声行业需要自我更

新》

◎

木木 辑

“能不能把飞机叫回

来？能不能帮帮我们？”4月

30日23时42分， 在新疆和

田机场， 当天最后一班由

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南航

CZ6820航班按计划已推

出廊桥，准备滑行起飞。此

时，一名7岁男孩需紧急前

往乌鲁木齐进行接臂手

术，航班立即答应，并做出

“滑回廊桥， 二次开门”的

决定。日前，记者与男孩家

属及医生取得联系， 男孩

的接臂手术已完成身体状

况良好，已可以进食（人民

日报APP广东频道 5月 3

日）。

“能不能把飞机叫回

来？ ”一个敢提出要求，一

个敢答应这种要求， 难得

的“破例”，南航公司、101

位乘客、机场、医院等多方

合力， 共同演绎了一段充

满美好、感人至深的佳话，

值得我们为之点赞。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这个航班的起飞时间已接

近凌晨， 飞机也已完成所

有的登机手续， 根据相关

规定， 飞机舱门关闭后没

有特殊情况， 不能“二次

开门”。 而且飞机已推出

廊桥， 准备滑行起步了，

在这个时刻“刹车”、 返

回，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有各种手续要办， 的确很

麻烦， 也很考验人。 但

是， 南航果断答应小乘客

家属要求， 特事特办、 急

事急办， 把时间留给受伤

男孩， 把麻烦留给了自

己， 确实体现了“生命至

上， 以人为本” 的理念。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

的接力赛， 航班从23时42

分接到小乘客家属的请

求， 到23时49分飞机滑回

停机位， 小旅客和家属在

医护人员的陪同下登机，

仅仅用了7分钟。再到0时0

分航班重新关门推出，0时

9分航班顺利起飞，前后才

花了27分钟！ 不到半小时

时间里， 除了航班工作人

员， 还有一大批机场及医

院工作人员在紧密配合、

高效工作， 为受伤男孩争

取了宝贵的时间。

当航班做出“滑回廊

桥， 二次开门” 决定时，

大家都知道， 航班一定会

延误， 这时已经接近凌晨

了， 101位乘客默默配合。

当到达机场之后， 小旅客

优先下机之后， 乘务长向

旅客广播， 说“感谢您同

我们一起与时间赛跑开展

这一场生命速递” 时， 客

舱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 这掌声为机组人员响

起， 也为旅客们自己响

起， 正是有了旅客的理解

与配合， 才让这个接力赛

顺利进行。

“为每一个善良的人

点赞”“因为大爱， 所以例

外”“航班延迟令人心烦，

唯有这一次让人泪目 ”

……网友纷纷为本次航班

机组人员和旅客点赞。 确

实， 我们应该赞美这种品

质，弘扬这种品质，唯有这

样， 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温

暖，才会有爱和被爱。

◎

连海平 媒体人

前段时间， 上下九第十甫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出

炉。消息一出，当然有人赞好有

人反对。我属于赞成方：过年期

间行过一次， 沿街商铺冇想入

去逛下嘅欲望， 甚至连荔湾广

场都冇入去就匆匆“撤退”喇。

规划里边， 大家对荔湾广

场要唔要拆、 路面要唔要重铺

麻石呢两项讨论得最多。 撇开

荔湾广场种种奇闻轶事不谈，

呢个地方依家真系同当年鼎盛

时期落差好大。 以前我哋系点

样逛荔湾广场嘅呢？ 逐条逐条

“冷巷”扫过去，隐藏其中嘅店

铺每一间都唔放过， 唔买都要

入去睇下。 因为同其他场外店

铺相比， 呢度嘅店铺更加潮流

上档次。可能有人话“今时唔同

往日”， 不过无论边个时候，行

街都系女生嘅日常乐趣。 荔湾

广场同其他新起嘅某某广场相

比有几冷清， 恐怕真系要揾下

自己嘅原因喇。

至于路面铺麻石，多数人反

对系认为佢排水唔好。但其实排

水好唔好真系同麻石冇乜关系，

以前旧西关嘅横街窄巷，铺麻石

一样去水。上下九呢段路嘅骑楼

如果可以修得更好，路面铺埋麻

石就更加有味道喇。

当然， 一个历史文化街区

要做得好， 唔系改下外观铺下

路面就得嘅。 点样重新树立上

下九喺街坊心目中嘅地位，仲

有好多嘢要做。

◎

李月婷 媒体人

5月2日，湖北荆州。

有网友反映， 在某景区

游玩时，从早7点排队到

11点，现场十分拥挤。 视

频中， 景区门口挤满了

等待入园的游客， 有人

大喊退票。 对此，该景区

工作人员表示， 确有此

情况， 已为游客全额退

票（西安商报新媒体5月

3日）。

“五一” 长假第二

天， 全国多地都发生了

类似事件。 在安徽六安，

金寨天堂寨游客超过交

通运输承载能力， 近万

人下山途中滞留。 之后，

售票处出现大量游客聚

集高喊退票。 在四川阿

坝， 毕棚沟景区大批游

客在烈日下排队等待换

乘长达两三小时， 一些

游客围着大巴车， 大喊

着“退票”。

《旅游法》 明确规

定： 景区接待旅游者不

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

定的最大承载量。 景区

应当制定和实施旅游者

流量控制方案， 并可以

采取门票预约等方式，

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

量进行控制。 事实上，除

了法律规定， 在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 各级有关

部门更是三令五申，要

求景区做好预约和分流

工作。 然而，从一些景区

的拥挤情况来看， 景区

对法律规章的实际执行

情况不容乐观。 除了为

游客办理退票外， 景区

更要自我反思， 限流机

制是否合理， 预约制度

有无改进空间？

门票预约， 是一门

学问。 一些景区实行的

预约制度是以“天”为单

位， 没有细分到具体时

段。 虽然从全天来看，游

客总量并没有超过规定

人数， 但在某个时段却

可能出现扎堆现象，导

致瞬间客流量超过规定

峰值。 可见，长假其间实

行分时预约， 才有助于

提高预约的精细化水

平， 引导广大游客有序

出行。

各地有关部门也应

加强指导监督， 对于贪

图经济利益， 故意超售

门票， 疏导分流不力的

景区，应依照《旅游法》

相关规定责令整改，情

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

顿。

◎

张淳艺 公务员

雨水也浇灭不了人

们的旅游热情！

“广东省

‘五一 ’假期首日重点景

区总预约数全国第一 ”

（《南方日报》5月3日）。

预约，是为防疫，也有利

于缓解“人挤人， 人看

人”现象。 需要老生常谈

的是，出行途中，戴口罩

极为重要。 根据各地官

方通报， 节前一周内已

有3例新冠康复患者核

酸复阳， 浙江一例外籍

入境者解除隔离后核酸

阳性， 该人曾乘火车出

行。 当然，防疫形势虽复

杂， 但只要防护措施做

好，就不必过于担心。

如果 不 想 扎堆 旅

游，不妨错峰出行。 这样

既可避免拥挤， 还能省

钱。 你看，

“节后广州出

港 机 票 低 至

1.8

折 起 ”

（《信息时报》5月3日）。

假期看电影， 也要

注意。 除了防疫， 还要

看管好熊孩子。 教训就

在眼前：

“东莞男童脚

踢电影屏幕

5

次被索赔

18

万？ 影院回应 ： 正在

寻找当事人 ”

（《广州

日报》 5月2日）。 事发5

月 1日。 从视频来看 ，

男童跑到屏幕跟前， 连

踢5脚， 给影院带来了

不小的损失。 其间， 家

长没有及时出面制止，

事后反而带着孩子离

去 。 目前， 影院已报

警。 希望家长现身， 承

担起应有的责任———教

育孩子未能尽责， 希望

不要再错下去了。

有一种错误， 各人

评价却各不相同。 比

如，

“广州一高管伪造

学历证书被炒 ， 向公司

索赔违约金被一二审法

院先后驳回 ”

（《羊城

晚报》 5月2日）， 伪造学

历首先有违诚信， 公司

当然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且不必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凭

能力做到高管位置， 说

明该人有能力且为公司

做出了贡献， 公司适当

给予一点补偿也未尝不

可。 补偿， 而非赔偿，

这取决于公司自己的意

愿。 不过， 补偿也未必

合适， 因为存在误导社

会的风险。

◎

胡也屏 媒体人

一时冲动购物， 买完不

想要了怎么办？ 退货无疑是

治疗冲动的“后悔药”。 线上

购物7天无理由退货早已不

新鲜， 那么线下购物能否同

样方便？ 4月30日下午，“长三

角地区异地异店线下7日无

理由退换货” 服务承诺企业

联盟正式成立。 在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购买商品后，

退换货渠道将更加畅通。 此

外，在云南，线下退换货的7天

期限则延长到了30天（澎湃新

闻5月3日）。

所谓消费“后悔药”，是指

商品到货日起7日内无理由

退货制度。 之前，“后悔药”主

要适用于网购， 线下消费者

无缘享受这一权利。但2019年

5月1日起，云南全省推行游客

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在长

三角地区，去年5月，有67家知

名企业承诺自愿参与长三角

异地异店退换货活动。 这标

志着， 线下消费者在云南或

长三角相关店面购物， 可与

线上消费者“同权”。

令人欣喜的是，长三角异

地异店退换货活动，参与企业

数量如今已由67家扩大到82

家，且以联盟的形式运作。 这

显然是一种升级版“后悔药”。

线下企业敢于走出这一

步，说明对自家产品和服务高

度自信， 不怕消费者后悔，而

且此举也有助于与消费者建

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如此，消

费者到相关线下店面消费的

积极性会大大增加， 毕竟，线

下消费可第一时间体验商品

的质量， 这是网购所不具备

的。

所以，我们应当乐见升级

版“后悔药”创造出多赢局面。

法律虽然明确“网络、电视、电

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适

合7天无理由退货， 但一个

“等”字意味着包括线下店面

在内的其他销售方式，也可以

探索无理由退货。 从上述地

方实施情况看， 企业积极参

与，反映出“后悔药”是味好

药。

不过放眼全国，实施线下

无理由退换货的区域，目前的

版图仍然偏小。 对此，每个省

份都不妨参与进来，引导当地

企业参与到线下无理由退货

活动中， 这对于拉动线下消

费、活跃街头经济都有重要作

用。 当然，无论是线上购物还

是线下消费，无理由退货都是

有前提条件的，毕竟，商家的

合法权益也需要保障。

期待线下消费者消费“后

悔权”能从少数省份，逐步扩

大到更多地区，让“后悔药”成

为提升线下消费体验、推动线

下消费更快发展的“大补之

药”。

◎

冯海宁 媒体人

信息时报评论邮箱：

xxsbpl@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