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那个名叫“信小呆”的
女孩吗？在2018年支付宝推出的抽
奖活动中，她从约300万转发者中
被抽中，拿到号称“价值1亿元”的
免单大礼包，她也成为了令人羡慕
的“支付宝锦鲤”。

然而三年后，信小呆却在短视
频平台发布视频诉起了苦，称中得
大奖后的生活远没有那么光鲜。奖
品看似价值不菲，但享受免费奖品
的同时还得自己承担为兑现奖品所
花费的费用。为了兑现这些奖励，她
不仅花光了20万积蓄，还刷爆了信
用卡，前段时间还查出了抑郁倾向。

成为“锦鲤女孩”后，信小呆的
微博粉丝数迅速从600增长到114
万，很快辞掉了IT工作，摇身变为微
博自媒体人，有报道称她的微博直
发硬广告的价格大概在10万元人民
币每条。不少网友慕名来到其微博
底下“许愿”，信小呆似乎也深谙大
众的“沾喜气”心理和自身的流量价
值，在利用礼包出游世界的同时制
作Vlog视频，并不忘插上抽奖、广告
微博。信小呆还经常更新各种零食
图片和试吃视频，这些零食中也可
能暗含和厂家的合作推广。

可见，信小呆并非一些人所认

为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也不是
没有赶上网红经济的高速列车。只
是从她微博的流量来看，“转型”之
路算不上成功。

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抛开“锦
鲤女孩”的身份后，信小呆本人并没
有太多独到的网红特质。在网红一
茬接着一茬更换的短视频时代，谁
还会盯着一个3年前的固定标签人
物看呢？在这三年中，“锦鲤女孩”被
反复拿出来作为噱头。去年她还曾
在微博发起“一元转让锦鲤”的抽奖
活动，但没过多久主办方就被曝出
没有主播资质、盗用企业认证等。随
后，信小呆的微博被禁言3个月。

在此期间信小呆表示想继续上
班，但面试也不顺利。目前通过了教
师资格证考试，希望“先顺利找到工
作”。但在下个视频中，她又在微博
问“我现在是当网红呢还是去上个
班呢”。这种前后有些矛盾的说法，
也表明在习惯了“网红”身份后，她
恐怕也不愿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

也因此，有些人指责她此次出
来“卖惨”只是又一轮炒作。无疑，
信小呆是流量经济的受益者，但另
一方面，她也是被这个流量时代裹
挟着的困惑者。

“中国锦鲤全球免单大礼包”
本身就是一场商业活动，活动举办
方和品牌方都借此赚足了眼球和
曝光度。最终选择的信小呆看似是

幸运儿，但在活动方的眼中可能只
是工具化的存在。当宣传效果已经
达到，信小呆的利用价值也逐渐降
低。且活动方给予的并非是真金白
银，还仅限中奖者本人使用。在“天
上掉馅饼不拿白不拿”的心理驱使
下，就是哪怕自费也不肯轻易让机
会白白溜走。

现今不少商家正是掌握了消
费者的这种心理，各种优惠券、满
减券向消费者砸来，殊不知要拿到
这些优惠，人们往往要付出更多。
信小呆也承认，从中吸取的教训是

“怪自己的能力和欲望相互之间不
是很匹配”。但这样的大奖砸到其
他人身上，又有谁会不心动呢？

流量利用信小呆，信小呆也在
利用流量。或许在活动中，她只是
一枚棋子，但在这枚棋子的眼中，
整个互联网又是她可以下的一盘
大棋。不知道她的下一步会下在哪
里，只是茨威格的话仍旧让人警
醒：命运所有的馈赠，都暗中标好
了价格。而落子，终究无悔。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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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费用的收取不是非黑
即白，过高与过低都会带来相
应的弊端。

“律师收费过低被警告处分”
究竟冤不冤？

近日，长沙市律师协会在官网
上公布一则案例，以期引导律师不
可收取低律师费，却引起热议。
2017年的一个案子，本来最低可收
取41万元律师服务费用，而长沙一
律师仅收5000元。市律协以“过分
低于律师收费指导标准，构成不正
当竞争”为由，于2018年对涉事律
师和律所给予警告的行业处分。

网络上，不少人为被处罚的这
家律所和律师打抱不平，认为长沙
律协给予的处罚并不合理，主要观
点集中于三处：首先处罚理由是

“不正当竞争”，然而现行《反不正
当竞争法》以及《律师协会会员违
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并没有将
收费标准低于市场指导价的行为
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湖南
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系
指引性规范，并非法律，因而没有
强制力；最后，律师行业要反对的
不是单纯的低价法律服务，而是低
价低质的法律服务。

在笔者看来，以低于市场价80
多倍的价格收费，也有背离业内交
易习惯的一面。根据《律师法》第45
条规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加

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既然成
为了律协内部成员，自当遵守其就
收费问题制定的《指导标准》，如同

“公司章程”一样，虽然对外部成员
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对于内
部成员依然具有约束力。长沙律协
的处理结果是给予律所和律师警
告的“行业处分”，即象征性的“警
告”，并未触及涉事律所与律师的
实质性利益（未予罚款）。

不妨来设想两种极端的情况，
假如律师费用非常高，意味着“正
义的成本”也将被无限拉高，大多
数人即使遇到法律问题，也不会诉
诸法律方式解决，最终公平正义可
能会成为少数大律师与阔绰的当
事人才能够参与的游戏。可是假如
律师费用极其低，律师们就要靠

“薄利多销”以维持生存，这或会导
致每一起案件的证据收集、法律文
书论证等各项工作投入的时间与
精力严重不足，那么敷衍搪塞当事
人的风气将会蔓延。所以，律师费
用的收取不是非黑即白，过高与过
低都会带来相应的弊端。

归根结底，律师费的高与低
需要寻找一种平衡，收费太高损
害大多数社会成员与小律师的
利益，而收费过低又会导致恶性
竞争与偷工减料，破坏律师行业
的整体生态。

作者 梁庆（南京大学法学博士）

3名见义勇为人员获落户北京资格
扬善就是惩恶

学历虽可贵，见义勇为价更高。

安徽19干部
涉医保诈骗问题被问责

事后“肉痛”
更要遏制事前“蠢蠢欲动”

应该将更多工作的气力和
精力从事后移到事前，不给医院
和经营者骗保的机会

支付宝“锦鲤”信小呆
流量时代的受益者和困惑者

流量利用信小呆，信小呆
也在利用流量。

道别
6位老师轮流送上甜蜜的“唠叨”

课堂上，6位老师依次与同学们进
行了道别，有的说着珍重，有的说着再
会，还有的不忘再“唠叨”几句。“戴上
这份专属别针，它将代替老师陪伴大
家走进大学时光”“高考不可能把你推
向人生的巅峰，也不可能让你坠入万
丈深渊，平常心对待，你想去的地方一
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让你们加
我的微信、QQ，不是因为我要做微商，
我希望未来就算没有相见，我也可以
通过朋友圈或者空间，看到你们的动
态，看着你们越来越好”……老师们质
朴的话语，让同学们笑了，也哭了。

“我只想拉住流年，好好地说声再
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我只想铭
记这瞬间，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六月
后，光年成记念……”师生合唱《记
念》，诉说着不舍。

3年，1000多个日夜的相伴，也将
在此刻画上句号。

约定
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一路陪伴

在最后一课上，老师、家长还为同学
们精心准备了一份毕业大礼包，装有9样

礼物，寓意着长长久久，圆圆满满。红色
的小盒子里有橡皮擦等高考时必备学习
用具，学弟学妹送上的加油贺卡，以及爸
爸妈妈精心挑选的小挂坠或是钥匙扣。

最戳泪点的当属老师准备的三卡，
即食堂霸王餐券、返程“车票”和传音
令，凭借霸王餐券可以在食堂享受熟悉
的七中万达味道，一张传音令上印有全
班的大合影、班主任的电话和微信、QQ
二维码，“往后的日子里，不论是遇到生
活还是学习难题，我会一直陪伴大家。”

据班主任李菁介绍，返程“车票”实
际上是师生之间的十年约定。“我不想高
考是终点，所以我们定下了十年之约，高
三时同学们就写给了十年后的一封信，十
年后，不管他们在哪，我都会把这封信寄
给他们。”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一堂课很快
进入尾声。李菁翻开了名册，开始了高中
课堂上的最后一次点名。被点到名字的同
学，依次起身说了自己的期望和祝福，随
后，同学们走上讲台从老师手中接过返
程“车票”，离开了教室。

下课铃声响起时，教室里只剩下李
菁一个人。她像往常一样，关掉了教室
的灯，便走了出去，只剩下黑板上“正青
春，不负韶华”的几个大字在阳光下静
默闪耀。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张瑾 摄影报道

据“第三届北京市见义勇为宣
传月”新闻发布会消息，2018年至今，
已有3名见义勇为人员获得落户北京
资格。根据《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获得市级以上荣誉
称号的见义勇为人员可加20分。

虽然不是见义勇为就能获得落

户北京的资格，但20分的“加分”优
待，无疑也拥有极高的价值。做个简
单比较，按照积分政策，大学本科学
历积15分，这也就意味着见义勇为
的“价值”，在这里要高过学历。相信
这不仅没有争议，还会备受拥护。

道理很简单，学历虽可贵，见义
勇为价更高。每年能获得本科学历
的学生，数以百万，可在危难关头敢
于挺身而出的人，总是少数。惟其如
此，社会更要呵护勇敢，善待勇士。
从理论上，见义勇为应该超越利益
算计，因为精神是无价的，而且很多
时候见义勇为还面临生命危险。

生活在现实世界，人们还是愿
意看到“好人有好报”，让那些危急
时刻敢于站出来的人，能够收获更
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不是功利
地希望激发更多人勇敢，而是勇敢
本身就值得更多尊重。

最近就有一群很受关注的见义勇
为者被表彰。5月29日，南京新街口发生
一起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事件，在这个
过程中，多位南京市民挺身而出，或第一
时间报警，或用各种方式制止行凶者。其
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被众多网友赞扬
的“南京胖哥”，他冲上去准备拦人时，被
对方用刀接连刺中，一度昏迷进入ICU

抢救，幸好现在已脱离生命危险。
相信关注过当晚事件的网友，

都会有类似的情绪：一方面愤慨于
行凶者的残暴，另一方面感动于南
京群众的热心勇敢。如果没有这么
多勇敢的市民直面对抗，或许行凶
者还能做出更恶性的事来。

见义勇为的价值正体现于此，
能鼓舞更多正义的力量，对于邪恶
形成有效遏制。这种见义勇为精神，
值得各种点赞、表彰。

在当晚，网上已有很多声音呼吁要
给“南京胖哥”等人评定见义勇为。这一呼
吁很快也得到了官方的响应。6月2日，南

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通报消息，“胖哥”等
10名市民已确认属于见义勇为行为。如南
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所言，“社会需要见
义勇为，人民呼唤见义勇为”。让见义勇为
者收获赞誉，是全社会的共识。

无论是有助于落户北京，还是
获得见义勇为表彰，这都是一种积
极的社会信号：社会不会也不该让

“英雄流血又流泪”。一个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甚至做出牺牲的勇士，一
定会成为被善待的人。扬善就是惩
恶，相信一个善待见义勇为者的城
市，更能给民众以安全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守一

“来势汹汹”？
川内多个水库发现太阳鱼

在养殖以外，近年来，一些天然
水域和水库也发现了太阳鱼的身
影。关于太阳鱼入侵国内江流的消
息，也已多次被提及。

日前就有垂钓自媒体发文称，
近日一位来自成都的钓友在水库垂
钓时，钓获了大量太阳鱼，并且个头
还不小。文章同时称，太阳鱼来势汹
汹，已在四川多地被发现。

文章还提到，太阳鱼有着极强
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在淡水中
鲜有对手。在它们出现的水域环境
中，连白条鱼、麦穗鱼的数量都降低
了不少。因此不少人担心，这种外来
鱼类一旦泛滥，将导致原生鱼种遭
到破坏，影响生态环境。

一名长期在垂钓圈活跃的钓友

介绍，目前四川多个大型水库发现
了太阳鱼的踪迹。“四川比较大的几
个水库都有，白龙湖、亭子口、升钟
湖、鲁班水库、黑龙潭、三岔湖等都
有出现，钓友们钓到的数量还不
少。”

四川省水产局渔政处处长张志
英从事渔政管理工作多年，据其介
绍，四川的确有太阳鱼的身影，主要
在一些水库内，天然河流、江流中还
很少有发现。而来源一般是人为放
生，“四川暂时还没有养殖。”

如何应对？
虽未成灾仍会重点监测评估

那么，随着太阳鱼身影的不
断被发现，其是否可能泛滥成灾
呢？对此，张志英表示，暂时不会，

“在四川，太阳鱼还没有大面积泛
滥成灾。”

张志英介绍，外来物种的威胁
主要在于对本地物种的种群破坏，
挤压生存空间，甚至吞食鱼卵，造
成数量的下降，不过要真正做到

“反客为主”暂时还比较困难。“就
是说要形成优势种群，自然繁育成
一定规模，并且威胁到其他土著鱼
类的生存。”

尽管暂未真正构成威胁，但也
不能掉以轻心。张志英介绍，自2021
年1月1日起，我国已经进入了长江
十年禁渔期，四川众多水系都属于
长江十年禁渔的范围内，这对
各类水生物而言都是休养生
息的好时机。“因此，接下来我
们的工作也会把监测评估作
为一项重点，监测各类水生物
的生长状态，也及时了解类似
外来物种在水域的变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杜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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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四川？
专家：暂不会成灾，主要在水库内，天然河流中很少发现

高三最后一课高三最后一课
一张返程车票 定下了十年之约

日前，有关太阳鱼
入侵四川的消息又一次
被提起。有垂钓自媒体
发文称，近日一位来自
成都的钓友在水库垂
钓时，钓获了大量太阳
鱼，并且个头还不小。文
章同时称，太阳鱼来势
汹汹，已在四川多地被
发现。

太阳鱼原产于美国
南部及墨西哥北部的淡
水水域中，在国内属于
外来物种。一名长期在
垂钓圈活跃的钓友介
绍，目前四川多个大型
水库均发现有太阳鱼的
踪迹。

从事渔政管理相关
工作30余年的四川省水
产局渔政处处长张志英
介绍，目前，川内确有太
阳鱼出现，不过数量并
不算庞大，暂不会泛滥
成灾。“在未来十年的禁
渔期内，我们也会加大
包括外来物种在内的各
类水生物种群的监测评
估工作。”

太阳鱼
淡水鱼类，原产于美国南部及墨西哥

北部的淡水水域中。成鱼体长24-40公分。
它是一种适应性十分强，食性杂，群体产量
高，能自然繁殖的鱼类。再加上味道较好，
因此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许多国家也会
将这种鱼引进。但其强大的繁衍能力，也导
致了物种入侵事件的发生。

多篇公开文章提到，太阳鱼曾在日本
泛滥，至今已在日本境内的流域待了半个
世纪。它贪吃凶猛，能在1-38℃的水温存
活。自1960年进入日本，到2000年左右时，
已遍布日本湖泊、河流、下水道，严重蚕食
日本原生鱼类的生存空间，一度将该国珍
贵的鰟鲏鱼逼上绝路。

太阳鱼在1987年被引入我国内陆养殖，因
其肉厚细嫩鲜美、堪比鲈鱼，属于中高档鱼鲜，目
前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已实现大规模养殖。

这一程，到站了。6月6日，成都七中万达学校高三（4）班的师生
结束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堂课。课堂上，班主任和5名科任老师为学
生们送上了临别前的祝福；现场师生大合唱的画面令人动容……

当老师们齐喊“上课”时，全班同学起立鞠躬道“老师好”，以往洪亮
的声音，此刻有些哽咽，女生捂着嘴巴小声抽泣，男生默默地把头埋进了
衣服里……

安徽省太和县多家医院涉嫌欺诈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近日，安徽省
纪委监委决定对阜阳市政府、太和县
委、县政府等7个党组织（单位）、19名
责任人（厅级干部1人、县处级干部7
人、科级及以下干部 11 人）严肃追责
问责，其中，5名责任人因严重违纪违
法涉嫌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
置措施。

医院骗保、套保现象并不鲜见。诱
导住院、过度诊疗、重复收费……之
前，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公布了16起违
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

看病难、住院难，本来就是一直困
扰人民群众的老问题。许多需要及时得
到治疗的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服务，一些
特定人群反而成了被特别优待的对象。
这是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重侵害，
也破坏了医保基金监管安全和正常医
疗秩序，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事后处理虽然亡羊补牢为时未
晚，但总靠事后弥补来解决医疗骗保
问题，绝非长久之计。

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
某些医院的经营者来说不过是九牛一
毛，但对真正有需求的患者来说，可能
就是压断其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因
此，必须从制度层面设置有力的保障，
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满足老百姓看病的实际需求。

必须举一反三，锲而不舍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回头看”当作整
治和监督的常态。绝不能给某些不法
分子以调查整顿一阵风的错觉，不让
任何人有钻政策空子的侥幸心理。

并且，应该将更多工作的气力和
精力从事后移到事前，不给医院和经
营者骗保的机会。从安徽省的调查看，
很多案例中的犯罪手法并不高明，个
别还很明目张胆。如果及早发现，就可
以把这些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至
于给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这样的
教训，必须汲取。

严厉的处罚，就是为了让不法分
子付出应有的代价。“肉痛”了，才知道
自己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严厉的处罚，
更是为了警示后人，让更多蠢蠢欲动
者及早打消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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