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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不能以一
种缺乏原则的态度
“和稀泥”，甚至宣
扬“盗亦有道”。

假如确有刚需住房需
求，但因年龄超过35岁而
不能成为刚需购房人，是否
意味着相应政策仍待完善？

小偷作案时会动“恻隐之心”
吗？近日，湘潭一男子唐某尾随八
旬老人，在公交车上实施扒窃，老
人回家发现钱少了，于是报警。据
了解，嫌疑人唐某在被抓后交代，
老人包里有8000多元现金，他犹豫
多次后，最后只偷走500元，之所以
犹豫，一是想到这可能是老人的救
命钱，二是觉得偷8000元量刑会
重，所以才把剩下的钱塞回去了。
目前，老人的500元已被追回，唐某
被刑拘。

我们常用“知法犯法”形容选择
性犯法的人，而唐某就是既想违法
犯罪，又想逃脱法律严厉制裁的人。
在唐某眼里，轻微的处罚或许只是

“挠痒痒”，并不是能让他痛彻心扉
的“动真格”。只不过他的结局，恰恰
说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起新闻引发热议，还在唐某
“一偷一退”的行为，似乎让人看到
了人性善恶斗争抉择的过程。“退”
回的7500元，以及顾忌可能是老人
救命钱的犹豫不决，似乎是小偷道

德感占据上风的表现。有网友甚至
评论称，“这个小偷是个有良知的
人，比很多所谓的正人君子三观都
正，建议警告为主，让他知道错了就
算了下不为例”这种解释，带有极强
的迷惑性，是对小偷犯罪事实的认
知偏差。“同情”小偷的人，没看到其
犯罪事实，不会被法律轻纵，同情本
身也不能助其逃脱法律惩处，反而
会带来不好的价值导向。

本来扒窃行为应受到法律惩
罚，还应受道德良心的谴责，结果三

言两语一美化，反而可能让潜在的
犯罪分子，误以为“小恶”便能被大
众宽宥和放过，这不免削弱他们自
身应负的道德耻感，乃至纵容其走
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舆论不能以一种缺乏原则的态
度“和稀泥”，甚至宣扬“盗亦有道”。
动辄轻易同情、爱心泛滥，是在世俗
道德层面为盗窃者开脱，也是对法
律严肃性的消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白毅鹏

近日，“合肥刚需购房者需35
岁以下”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4月
5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其
中对于刚需购房人进行了如下规
定：（一）登记购房人符合我市住房
限购政策的；（二）登记购房人及其
家庭成员在市区范围内无自有产
权住房，且在意向登记之日前无住
房转让记录的；（三）登记购房之日
前3年内拥有市区连续缴纳2年以
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
（四）登记购房人登记购房之日时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

“难道35岁以上就不可以在合
肥买房了？”不少网友发出了质疑。

事实上，并非35岁以上不能买
房，此项规定是为了对刚需购房者
和普通购房者在买房摇号时进行
区分。据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首先
由刚需购房人进行选房资格摇号，
再由普通购房人进行选房资格摇
号，刚需购房人在本类别选房资格

摇号未中的，可参与普通购房人选
房资格摇号。

对于为何将35周岁作为认定
为刚需购房人的条件之一，4月25日
晚，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对房产新政摇号政策作出进一步
说明，称出台该政策本意是考虑该
群体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积蓄有限，
能够参加首批刚需摇号，可按最低
首付比例购房，减轻年轻人购房压
力。此外，针对网民所提意见，该局
正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认真研究，必
要时将对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

其实，该做法也有一定的依据
和道理。在现实情况中，一般而言35
岁以下的年轻人也确实对购房的
需求最为强烈。由于参与工作时间
不久，这一年龄阶段的人群往往没
有太多的储蓄，经济实力较弱。与此
同时，这一年龄段也是大多数人完
成安居乐业以及结婚生子的主要
阶段，再加上传统房产观念的影响，
购房往往是这一人群的刚需。

4月8日，住建部约谈包括合肥
在内的5个城市政府负责人，要求
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重要性，牢牢把握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在这样
一个背景之下，合肥以“35周岁以
下”为抓手进行房地产调控，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也要看到，年龄也不见得

是进行购房资格区分的完美指标。
在现实生活尤其是我国的大中型
城市之中，由于房价较高、生活压
力较大等多方面原因，也不乏工作
多年、年龄较大仍旧没有自己房产
的人群。假如确有刚需住房需求，
但因年龄超过35岁而不能成为刚
需购房人，是否意味着相应政策仍
待完善？如果仅以文件规定来执
行，或会有悖于政策出台的本意。

如果政府部门以房住不炒为
根本定位并出台相应措施，无论从
短期还是长远来看，都有利于房地
产市场的平稳发展和经济的稳健
进步，而这也将直接有利于人民的
生活。不过，在具体执行上，可能相
应政策举措并非尽善尽美，因而也
要持续地进行完善，在主动作为的
同时坚持必要的人文关怀，进一步
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向远之

日前，央视财经报道称，随着
外卖热销，大量只做外卖不做堂
食的外卖厨房应运而生，但这些
商家提供食品的安全卫生问题，
却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心。从对广
州的多家外卖厨房店的调查情况
来看，不戴口罩和手套制作食材
几乎是常态，个别店铺的地面卫
生问题堪忧，甚至个别酸菜鱼店
的地面上还有蟑螂。

好在，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重视。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通报称：当天下午迅速约谈了网络
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相关负责人，
并将进行专项整治。

其实，这些卫生环境差、食
品加工制作不规范等问题，并非
只出现在广州的外卖厨房店中，
这值得引起全国各地的重视与
警惕。

报道里提到一个细节，“这些
外卖厨房外监控遍布，但就是没
有一个监控是设在厨房内部的”。
厨房内没有监控，无疑给纵容上

述违规行为提供了可能，也给一
些想偷工减料的商家制造了机
会。也就是说，在缺乏监控的外卖
厨房，只能靠商家自觉，而这显然
是不现实的。

关于这个问题，创建透明厨
房或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向。其
实，商家严格按照卫生标准来制
作食品，向消费者开放（包括线上
开放）“明厨亮灶”，虽然看起来程
序上繁琐了一些，但却是非常有
必要的做法：一方面，这可以最大
程度保障食品安全与卫生，不会
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伤害，
也能为商家争取更多回头客，符
合长远发展的利益；另一方面，创
建透明厨房也是对消费者知情权
的尊重与保护。

而坚持保持后厨的透明与公
开的做法，最终也会形成商家与消
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在双
赢的局面下，商家才会获得更多
的客源与口碑。要明白，线上餐
饮的店铺，在经营态度上应与实
体门店零区别，对消费者的尊重
与爱护都应放在首位，而不是投
机取巧只图赚快钱。在这一点上，
恐怕不少商家还应多多反思，相关
部门的强力监管也应长期坚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西蒙

近日，一张“陕西小姐”评选活动
现场图片在网上流传。图片中，七名身
穿比基尼的女选手站成一排，身后背
景板上有“陕西小姐评选活动”等文
字。有许多网友在评论中吐槽选手的
身材，认为她们不好看不应该来参加
选美比赛，甚至说有些选手像“出土兵
马俑”。据了解，这不是山寨比赛，第九
届陕西小姐评选在去年启动，是一次
正规的活动，旨在评选出优秀的形象
代表。

平心而论，美貌或者形象，并不是
没有视觉标准的，任何一个高校的表
演系，对五官、形体、比例都有要求；什
么“黄金分割比例”，也屡屡被用在解
释人体美学特征上。而视觉上的美学
标准，从历史、文化、习俗等演变而来，
虽然并不绝对，但对人们主观认知的
影响力极大，没必要否定它的存在，更
没必要偷换概念——自信就是自信，
健康就是健康，勇敢就是勇敢，这些本
质上都不是美貌，不然选美比赛为何
不叫“选勇气比赛”？

关于“美”，其实我们已产生过很
多悖论。一方面，有很多人强调才华、
知识、心灵才是真正的美，另一方面医
美整形产业又红红火火、遍地开花；一
方面，舆论对颜值焦虑大加批驳，另一
方面巴掌脸、A4腰等网友互动又在社
交平台风生水起……其实这些悖论，
或者说心口不一，某种程度上源于我
们把“美”这个字看得太沉重了。

人是如此丰富的生命体，评价标
准又怎会如此单一？对于“美”，不妨让
它回归到多向度人生的其中一个坐标
系，大方承认，很多人确实是“不美”
的，但人也是由多元评价构成的。

就像这次“陕西小姐”的评选，为
何不可以正正常常地说“有些选手确
实不美”？不美又怎样呢，这并不意味
着否定了一切，或者说这些女生无价
值。自信、健康、勇敢，依然是美好的品
质，这些女性依然有着自身的魅力，当
然也值得被欣赏。只不过要承认，在仅
仅针对外貌的比赛中，她们并不出色。

美当然不错，但不美也没什么不
好。坦然面对不美，也就可以坦然面对
人生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易之

当前，全国各地正按“应接
尽接、梯次推进、突出重点、保障
安全”原则，对重点地区、重点人
群、重点城市加快推进新冠疫苗
接种。自去年12月15日以来，短
短4个月，我国新冠疫苗接种总
剂次已升至全球第二，但距建立
群体免疫屏障仍有不小距离。早
日建成“免疫长城”，亟需健康人
群献出一“臂”之力。

随着云南瑞丽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近期我国疫情形势总体
向好，这为“五一”出行开启了绿
灯。然而放眼全球，新冠疫情仍
然处在高水平流行阶段，每日报
告病例数高达30万至50万，且上
升趋势不减。这意味着，来自境
外输入的压力没有减轻，由境外
输入造成局部疫情扩散的风险
依然存在。值此“窗口期”，大力
推进国内疫苗接种是未雨绸缪
的关键之举。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多次提
示，我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大
约需要10亿人接种疫苗，才能产
生理想的群体免疫保护效果。如
果国内疫苗接种量迟迟不达标，
最多只能起到个体保护作用。也
就是说，当有传染源输入时，还

会发生流行疫情，没有接种疫苗
的人只要接触到新冠病毒还会
普遍易感，无法得到保护。这正
是公众科普频繁提到“接种疫苗
既是保护他人，更是保护自己”
的基本逻辑所在。

此外，一大不可忽视的变量
来自新冠病毒变异。当前，全球
新冠疫情主要流行地区的毒株
变异仍未超出可控范围，此时加
快接种进程就显得更加刻不容
缓。只有确保接种速度始终跑在
病毒变异的前面，尽早将疫情遏
制住，才能真正避免因病毒变异
失控导致的疫情加剧甚至疫苗
失效。

目前，为加大疫苗接种力
度，我国确定了“应接尽接”和自
愿相结合的原则。这意味着，所
有健康人群的每个人都承担着
一份光荣的使命责任，献出自己
的一“臂”之力，为老人、儿童和
免疫力薄弱人群早日构建起坚
固的“免疫长城”。有关主管部门
和各级政府则要加强保供、分
配、协调力度，抓紧解决部分地
区出现的缺苗问题，确保所有健
康人群都能便利、及时接种上放
心疫苗。

新冠肺炎
坚持“防疫三件套”
牢记“防护五还要”

中疾控提醒，目前我国境内新冠
肺炎疫情已得到了有效控制，大部分
地区为低风险地区，仅云南德宏州瑞
丽市存在中高风险地区，但境外很多
国家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续
流行，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放松
了相关防控措施，近期疫情已出现了
大幅反弹。此外，目前全球绝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接种率仍然较低，
短期内不会形成免疫屏障。

因此，假日期间，境外疫情呈
高强度流行态势的可能性大，我国
境内面临的疫情输入风险依然较
大。应避免前往疫情流行及中高风
险地区，特别是避免非必要的跨境
旅行。继续做好自我防护，坚持“防
疫三件套”：坚持佩戴口罩、社交距
离、个人卫生；牢记“防护五还要”：
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
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
窗户还要尽量开。

旅行期间，尽量避免到人群聚
集、空间密闭、通风较差场所活动。
持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可疑
症状时，及时就诊，并做好防范感染
他人的措施。

旅行期间，乘坐飞机、火车、汽
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时要遵守秩序
和乘务人员管理要求，全程佩戴口
罩，做好手卫生，并妥善保存票据以
便查询。如旅途过程中出现头痛、乏
力、嗅觉味觉减退或丧失、干咳、发
热等症状，做好防范感染他人的措
施，应立即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
并取消或中止旅行。

中疾控建议：旅行归来应自我
观察14天，一旦出现可疑症状，做好

防范感染他人的措施，及时就医并
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此外，
节假日期间还应按照安排接种疫
苗，特别是第2剂应在首剂接种后3
周及以上至8周内尽早完成，尽量不
要因为旅行影响第2剂的接种。

诺如病毒肠炎：
贝类海产品应深度加工后食用

诺如病毒肠炎疫情主要发生在
托幼机构或学校，但旅行团、游轮、
度假中心也常有疫情发生。人们通
常经过以下途径感染：食用或饮用
被诺如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触摸
被病毒污染的物体或表面后将手指
放入口中、接触病毒感染者（如照顾
患者、与患者分享食物或共用餐
具）。牡蛎等贝类海产品和生食的蔬
果类也是引起感染的常见食品。

中疾控建议：要注意经常洗手，
尤其在如厕或更换尿布后，以及每次
进食、准备或加工食物前；不喝生水；
不吃未烧熟煮透的食物和未经消毒
的奶，牡蛎等贝类海产品应深度加工
后食用；水果和蔬菜食用前应认真清
洗，不吃不干净的水果和蔬菜；不接
触病人呕吐物和排泄物及其污染物
品、环境。

手足口病：
4月至6月是高发季节

我国每年4月至6月是手足口病
的高发季节，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
10月至11月还会出现秋季小高峰。

中疾控建议：要注意个人卫生，
尤其是手部卫生；在触摸口鼻前、进
食或处理食物前、如厕后、接触疱
疹/呼吸道分泌物后、更换尿布或处
理被粪便污染的物品后，应用清水、

洗手液或肥皂洗手；打喷嚏或咳嗽
时用手绢或纸巾遮住口鼻，随后将
纸巾包裹好丢入有盖的垃圾桶；不
与他人共用毛巾或其他个人物品；
不接触病人及其污染物品、污染环
境；不在未经消毒处理的游泳池中
游泳、玩耍。

蜱传播疾病：
野外活动穿长袖衣裤

5月至7月为蜱活跃期。在丘
陵、山地、森林等地区生活、生产的
人员以及野外旅行者被蜱叮咬后，
有感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的风险，直接接触病人血液或体液
的人员也存在感染风险。

中疾控建议：野外活动要做好
个人防护，应穿长袖衣裤、扎紧裤
腿、裸露皮肤涂抹蚊虫驱避剂等，避
免在蜱类主要栖息地如草地、树林
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防止蜱叮咬。

食物中毒：
不食用不明野生菌及野生植物

5月至10月为我国食物中毒高
发月份。节假日期间聚餐和在外就
餐机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也相应
增加。我国内地以微生物所致食物
中毒最为多见，野生菌、野生植物
等其他中毒也时有发生。

中疾控提示：外出就餐时，应
注意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
或餐厅；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食物，
不采集、不食用不明野生菌及野生
植物；不吃未烧熟煮透的食物、未
经消毒的奶；不吃不干净的水果和
蔬菜；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原料，
加工时要注意生、熟分开。

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

4月26日，四川省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联合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
察总队发布五一出行大数据，五一期
间，四川省预计总车流量超过1700万
辆，日均流量达到342万辆，同比2020
年五一假期增长15.7%。

根据预测，假期流量按时间分布
呈现双峰特性。4月29日全省车流量开
始缓慢提升，4月30日14时开始路网交
通压力逐渐增大，5月1日路网流量达
到最高峰381.90万辆，5月4日路网流
量达到次高峰340.29万辆，节后路网
流量逐渐回落。

路网流量围绕成都等中心城市呈
放射状分布，成都市周边各主线站以
及连通主线站的环线高速车流量最为
密集，发生拥堵的可能性较大。

在其他方向，成绵、成绵复线、成
自泸、成雅、成德南、成渝等高速预计
迎来高出行流量，遂渝、渝蓉高速将承
受较大进出川流量压力。

假期出行主要方向上，主要集中
在成都往雅安、成都往眉山和乐山、成
都往康定、成都往西昌、成都往都江堰
方向的旅游客流；以及成都往德阳、成
都往南充巴中、成都往重庆方向的探
亲访友休假客流。

受各市州民众出行意愿增强和出
行方向分散影响，成都市高速公路车入
市流量为52.9万辆，占全省车流总量从
62.4%下降到56.3%。德阳市入市车流量
为33.4万辆，内江、眉山、自贡、遂宁、南充
等主要城市入市车流量均超过10万辆。

以高速公路路段为单元，路段流
量前十的有绕东、绕西、成名、成雅、成
南、成绵、达渝、渝蓉、成灌、成乐高速。

综合分析高速公路路段流量、无
法撤场施工路段，预计2021年五一假
期期间易堵路段包含成都绕城高速、
成绵高速等十个路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偷8000元“退”7500元的扒手有良知？
别同情心泛滥

合肥刚需购房者需35岁以下？
房住不炒也要有人文关怀

徒手抓熟食 蟑螂地上跑
外卖店推进透明厨房刻不容缓

线上餐饮的店铺，在经
营态度上应与实体门店零
区别，对消费者的尊重与爱
护都应放在首位，而不是投
机取巧只图赚快钱。

“陕西小姐”选手被吐槽像兵马俑

别让“美”这个字太沉重

为何不可以正正常常
地说“有些选手确实不美”？
不美又怎样呢，这并不意味
着否定了一切。

中疾控建议：
五一旅行归来
自我观察14天

防
控

“五一”假期临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健康提示，
建议重点做好新冠肺炎、诺如病毒肠炎、手足口病、蜱传播疾病、动物传播疾病和食
物中毒的预防与防范。

新华时评

共建“免疫长城”
献出一“臂”之力

出行
五一期间

四川省预计总车流量
超1700万辆

扫描二维码
关注五一出行
避堵攻略

彭祖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