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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履责并不意味着，
该承担责任的一方可以“一
溜了之”

该标明作者的，获得授
权、标注清晰；借鉴了哪国的
文化元素，也该大大方方写
进产品说明里

职场关系的和谐、积极
向上，不会来自动不动就讲
层级、比资历，也不会来自公
私不分、夹缠不清，而只能来
自平等、尊重和必要的自由

多地官员突击暗访
有些问题为何只有暗访才能发现？

开60万的车被领导敲打

此类小心思
实是职场陋习

对于基层部门来说，需
始终绷紧弦。领导来与不来
一个样，明察与暗访也一个
样，干好本职工作

郑州女大学生车祸系货车全责
平台履责不能抵消肇事方责任

迪奥疑似抄袭马面裙
一衣之争不会抹杀千年古韵

7月17日，据北川发布消息，7
月15日20时到16日8时，北川羌族
自治县西部出现强降雨天气过
程，造成13个乡镇2.23万人不同
程度受灾，部分乡镇道路基础设
施受损严重，电力、通讯大面积中
断。截至17日7时，洪灾造成6人死
亡、12人失联，灾情损失正在核查
统计中。

7月16日凌晨，受上游青片乡
及白什乡强降雨影响（7月16日0
时至8时，最大降雨量110毫米，集
雨面积达到695平方公里），青片
河及七星沟洪峰在白什乡场镇交
汇叠加，水位暴涨，洪水夹杂漂浮
物及泥土、砂石淤塞抬高河床，冲
出河道，冲进场镇，临街房屋被
淹，部分房屋被冲毁，交通、电力、
通讯中断。截至17日7时，洪灾造

成6人死亡、12人失联，灾情损失
正在核查统计中。

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对人员搜救、严防次
生灾害等作出安排部署；市县两
级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Ⅱ级响
应，主要负责同志赶赴现场统筹
调度处置，组织公安、水利、交通、
卫健、消防、通信及民兵等救援力
量400余人，调集专业救援车、挖
掘机、装载机等抢险机械48辆，紧
急展开人员排查、现场搜救、转移
安置、道路抢修、通讯保障等工
作。截至16日20时，累计转移安置
群众1323人，其中白什乡480名受
灾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目前，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
有序进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当时就听到嘭咚的声音，
泥石流就来了”

“快点跑！那个白车子！”伴随着
一阵急促的声音，河对面的山上泥石
流不停地倾泄而下。7月16日上午，一
段雅安市民拍摄的突发泥石流视频
让人揪心。事发地点位于雅安市雨城
区东城街道的南外环附近。

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显示，两辆
车被泥石流掩埋，一名满身是泥的男
子从泥石流中爬出逃生后向路人求
助“还有一个人（被困）！”随后，在路
人的帮助下，男子再次返回，与一名
白衣男子一道，将一名被困的女子救
出，获救女子已经看不清面容。

据雨城区东城街道相关人员介
绍，他们到达现场时发现有两辆汽
车被泥石流掩埋，其中一辆是出租
车，司机自己出来了，车上的乘客也
被人背出来送去了医院。经过现场
人员仔细搜救，另外一辆被损毁的
车中则没有发现人员被困。

庆幸的是，泥石流冲下来的地方没
有居民居住，仅有一处已经搬迁废弃的

石材厂。上述人员介绍，在泥石流发生
后，交警、街道办等单位迅速对相关路
段进行了封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16日下午，记者在事发现场看
到，冲下来的泥石流约有半米多深，
到处是大块的石头，两辆汽车损坏
极其严重。“当时就听到嘭咚的声
音，泥石流就来了。”出租车司机纪
师傅惊魂未定地说，后面的情况记
不清了，他是自己从车窗爬出来的。

在距离事发现场不远的位置，
数台大型挖掘机正在待命。据了解，
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等应急抢险
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
目前，当地交通部门正组织力量全
力抢通，市政、路政正进行疏通、排
污等工作，具体灾情正在统计中。

背出受困乘客的热心人：
赤脚踩过去背的，没想太多

当天，热心路人将被困出租车乘
客从泥浆中背出的视频在网上传开，
不少人为他点赞，称他为“无名英雄”。
16日下午，记者辗转找到了这位热心

人——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凤鸣村
村民王强，今年36岁。

据王强介绍，事发时他和妻子何
美丽正开车准备去走亲戚，在路口等
待红绿灯时，突然发现前方路段出现
了泥石流，赶紧拨打了110、119和
120，“当时前面有辆大车过去了，不
知道有没有事，我们就想从南外环靠
河边的老路绕过去看看情况。”

沿老路开车不远，王强夫妇便
看到了右侧从南外环山上冲下来的
泥石，有一辆出租车侧翻在泥石堆
中。王强说，出租车司机从副驾驶的
窗户钻了出来，一边向他踉跄地走
来，一边焦急地招手呼救，他将汽车
停靠在安全位置后便下车。

王强赶紧向出租车跑去，走了几
步，发现凉鞋碍事，一把脱掉凉鞋，赤
脚蹚着半米多深的泥浆，三步并作两
步就来到了出租车旁，“司机呛了一
口泥浆，声音有点沙哑，有些咳嗽，他
跟我说‘里面还有人，帮我救人’。”

“出租车窗玻璃已经破碎，我看
见一位女乘客满身泥浆在车内挣
扎，伸手呼救。”王强将车窗玻璃碎

片清理后，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将乘
客拉了出来。

王强问女乘客是否站得起来，她
尝试站立，但失败了。王强蹲下身，对
乘客说：“快来，我背你！”见王强穿着
白色上衣和浅色裤子，女乘客有点犹
豫，王强催促她“快！快！”最终，乘客
趴在了王强背上，司机也在一旁搀
扶，三人从泥石流中撤到了路边。

在王强救人的同时，妻子何美
丽一边观察对面垮塌的山体，一边
拦截过往车辆一起施救。有一辆大
车司机拿来一件矿泉水，帮乘客冲
洗身上泥浆。出租车司机不停地感
谢王强，要留他的电话号码，但被王
强拒绝了，“这都是小事！”

看着网上泥石流的视频，王强
夫妇还是不免有点后怕。“但当时情
况紧急，根本容不得多想，只希望让
她尽快脱离险境。”王强说，如果再
碰到这样的情况，他还是会毫不犹
豫救人，如果我有困难，相信别人肯
定也会拉我一把，希望大家都平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
爱刚 杨灵 蒋麟

近日，奢侈品牌迪奥上架一款
半身裙，售价高达29000元。舆论发
酵源于产品说明：“这款半裙采用
标志性的Dior廓形。”在网友眼中，
服装造型明明“抄袭”我国传统服
饰马面裙的设计，官方还不承认灵
感来自中国，偏说是自己的设计，
这种行为太不讲“衣德”。有媒体报
道，迪奥中国官网已查询不到该商
品，但国外官网仍在售。

就事论事，无论是2.9万元一
条的裙子，还是马面裙的概念，对
普罗大众而言，似乎都有一定距
离。这种“不接地气”的话题，何以
引发热议，根源还是触动了一种
微妙的情绪。

现如今，版权意识觉醒，抵制
抄袭的意识深入人心。攀折他人
花枝、窃取他人果实的不耻之举，
极易激发公众愤怒的情绪。

抄袭风波不断，根子不在群

众的“玻璃心”，而是戕害原创的
土壤太糟心。不少籍籍无名的原
创者，更是眼睁睁看着作品被剽
窃、盗用，微小的声音无人倾听。

当然，回看迪奥马面裙抄袭
疑云，也有网友持不同声音。微博
@石韦学长认为，文化是流动的
概念，相互影响借鉴很正常，硬要
分出你我他，有点无意义。躺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只能证明过去的
辉煌。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才
能活下去继续在人类进程里发光
发热。博物馆里文物的意义之一，
就是起到灵感的作用。

进一步讲，抄袭和版权是
现代商业衍生的概念。追溯马
面裙的历史，最早的旋裙产生
于宋代的“开胯之裙”，为方便
女子骑驴设计。明清以来，马面
成为汉族女子最主要的裙装，
并延续到民国时期。千年前谁
设计了裙式，早已无法考据，也
谈不上权利保护。

因此，与其说是抄袭争议，不
如说是文化挪用的介怀。舆论场
上，更多网友关注迪奥事件，其实
是担心历史文化的承继，忧心文

明的底蕴被盗用。在笔者看来，一
衣之争不会抹杀千年古韵。反之，
借围观迪奥“吃瓜”之机，让更多
人有机会了解华美汉服的前世今
生，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的收获。

对汉服爱好者而言，他们所
希望看到的复兴和保护，也并非
偏安一隅的自我设限，而是更具
包容和开阔的文明胸怀。中华文
明的特质之一，就是海纳百川、兼
收并蓄。无论是身外之物的衣裳，
还是反求内心的精神，都应遵从
这个道理。

当然，迪奥这件事也给众多
品牌方提了个醒。中国市场广阔，
消费认知和眼界日益提升，耍小
聪明很可能让品牌掉进坑里。

坐拥声名的“大牌”频频打
“烂牌”，只会等来口碑反噬的结
局。该标明作者的，获得授权、标
注清晰；借鉴了哪国的文化元素，
也该大大方方写进产品说明里。
请时刻记住，尊重中国市场，是赚
钱的基本前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如歌

近日，女大学生苏某和朋友在
郑州乘坐网约车时遭遇车祸不幸去
世，同车还有司乘受伤。经郑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重型货车
司机刘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闯红
灯），同时有超重、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等行为，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这起车祸发生后，起初家属质
疑当事网约车无运营资质，而高德
打车和有象约车处理态度消极。有
过错就有责任，就事论事，如果的确
如当事人亲属所言，存在“当事人乘
坐的网约车没有任何相关证件”“属
于违法上路，违法载客”“在车祸发
生时还超速行驶”等情形，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法规，那么需要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的，不仅是网约车司
机，还有相关平台。

目前，从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的认定看，事故全部责任在
重型货车司机刘某。根据高德打车
对此事的回应，其在肇事方重型货

车拒绝履行相关责任的情况下，专
项工作组先行垫付了伤者的医疗救
治费用和死者的丧葬费用。而有象
约车表示，正在推动保险公司进行
死者的相关赔偿。

但是，平台履责并不意味着，该
承担责任的一方可以“一溜了之”。
从法律上分析，重型货车司机刘某
不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造成人
员死伤的严重后果，还拒绝承担相
关责任，可以说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有关部门理应根据刑法，追究其
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刘某可能面
临“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等处罚。如果刘某拒不执行，还可能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不仅如
此，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还不能免除相应的民事责任。对司
机刘某来说，还应就造成此次伤亡
事故，承担相关侵权责任。

正义不是口号，而是深藏人心、契
合民心、聚焦公心的主动作为。悲剧值
得同情与关注，更需厘清相关法律责
任。责任认定虽已定分止争，但追责还
不能止步，有关部门有必要给过错者以
相应处罚，让类似事件不再重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阳晨

据报道，最近，多地官员以随
机暗访的方式调研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便民服务等工作，体验式暗
访，不打招呼、直插一线的调研方

式受到舆论关注。有网友评论道：
“暗访确实能发现不少问题，这种
工作方式值得推广。”

当然，无论明察还是暗访，都
是带着问题出发，意在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有时明察难以看到真问
题，而不打招呼的随机暗访，更能
直抵真相，发现问题所在。一定程
度上说，越是轻车简从，越是不打
招呼，越是真正深入群众之中，就
越能看到最原生态的情况。

此前，某地领导不打招呼、直
插一线，深入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暗访检查，就发现了“值班人
员对工作不熟悉、操作不熟练，让
调取的画面迟迟调不出来，该掌握

的情况也说不清楚”“带班领导竟
然不在岗”。如此种种，让人担忧。

显然，暗访的目的，不会也不
能停留在发现多少问题、问责多少
问题官员上，而是坚持问题导向，
实现源头治理，即通过制度安排，
减少乃至杜绝相关问题重现。比
如，国务院曾多次启动大督查，为
更好地达到督查效果，不发通知、
不要陪同、直奔问题，实地暗访。暗
访之后，将发现的问题分解到有关
地方和部门，对重点问题挂牌督
办，推动逐一整改。此外，还要推广
地方好经验，认真研究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推动政策完善。

由此观之，暗访是手段，并非

目的。奔着发现问题，落点是解决
问题，通过整改，以更好地推动相
关政策落实，呵护相关制度的尊
严，有力保护公共利益。

基于此，暗访不能变成走马观
花，不能变成象征性地体验生活，
而要尽可能深入实际，并实现常态
化。近年来，多地都在践行“四不两
直”的调研方式，即不发通知、不打
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
奔基层、直插现场。这种暗访调研，
效果显著。如果只热衷于做表面文
章，面对发通知、打招呼、听汇报、
陪同接待的调研，只拣好听的说，
就背离了调研与被调研的初衷。

“说来就来的节奏，让基层没法

刻意安排；灵活高效的行程，让调查
内容做不了假、掺不进水，可以更真
实地了解基层的实际问题。”近期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在一篇报道中
如是称。暗访的种种好处，无需赘
言。同时，也要深思，有些问题为何
只有通过暗访才能发现？

一竿子插到底，就能察出实
情、查出问题，这是好事。而对于基
层部门来说，则需始终绷紧弦。领
导来与不来一个样，明察与暗访也
一个样，干好本职工作，在自己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不折不扣地落实
各项规定，也就不怕暗访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王石川

雅安泥石流中他背出“泥人”乘客

根本容不得多想
只希望让她尽快脱离险境

7月16日上午，受暴雨影
响，雅安市雨城区南外环发生
泥石流。泥石流发生时，有车辆
避让不及，被泥石流掩埋。其
中，有一名女乘客被困在出事
的出租车中。危急关头，一名路
过的小伙子赤脚踩过半米多深
的泥石流，将女乘客背了出来。

当天下午，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辗转找到了挺身救
人的小伙子王强。“当时情况紧
急，根本容不得多想，只希望让
她尽快脱离险境。”王强说，这
是小事情，如果他有困难，相信
别人肯定也会拉他一把。

北川洪灾
累计转移安置群众1323人
6人死亡12人失联 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有序进行

白衣小伙从泥石流中背出女乘客

救援人员转移被困群众

近日，有杭州网友发帖称，自
己最近开了60多万的宝马去单
位，却被领导暗示车太好了，这让
他无比郁闷，到底错在哪了？

帖子中，这位网友的话还原
了领导的“敲打”。先是，领导说：
车不错嘛，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
呀；晚上，领导发信息说：这是某
某总的车，白色宝马3系，你停车
看到的话尽量别停它旁边。

不得不说，帖子中的这个领
导，已经把话说透了。不仅自己不
满意员工比她车好，还替自己的领
导“分忧”，不然员工的车把某某总
的车比下去，某某总会多不开心
呀。这份心思、这件事情透露出令
人生厌的职场陋习或潜规则。

员工开的车好一点，本身就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者，年轻人
喜欢开好车，恰好又有相应的经
济实力，不很好吗？这完全属于员
工的私域范围，领导其实不必管
得这么宽。这种“超范围操心”，大
家都累，还不如分清公私界限，清
清爽爽多好。

这一事件其实也折射出当下
职场中一些不可明言的陋习。以此
类推，员工的服饰、员工用的香水、
员工点的外卖……这些私事中，似
乎都有着某种“不能高过领导”的小
心思、小算计。而这种小心思的背
后，则是传统的“差等秩序”思维。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解剖中国
传统社会时，用了一个“差序格
局”的概念，意思是说，中国传统
社会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好像
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
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按离自己
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

职场关系的和谐、积极向上，
不会来自动不动就讲层级、比资历，
也不会来自公私不分、夹缠不清，而
只能来自平等、尊重和必要的自由。
让那些奇葩的职场陋习都消失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龙之朱

7月16日，成都七中官方微信
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不过这则招
聘启事并非本校招聘，而是为成都
市龙泉驿区东安湖学校招聘教职
员工，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
则招聘，成都七中直接官宣将领办
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安湖学校，这也
意味着，继成都英才学校、成都七
中东部学校之后，成都七中领办学
校又将添一位新成员。

据了解，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安
湖学校是由龙泉驿区主办的一所
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位于成

都市龙泉驿区俊驿街22号的东安
新城，东临东安湖，北接成都大运
会主场馆，占地70亩，建筑面积约
30000平米，已于2022年4月竣工，
将于今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

成都七中方面透露，成都市
龙泉驿区东安湖学校将由成都七
中副校长胡勇出任校长，并由成
都七中派出干部、骨干教师组成
强大的专业团队负责学校日常工
作和管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兴隆

东安湖旁 成都七中领办学校又将添一位新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