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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官方
微博20日发布《闭园公告》，根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理县于8月20日起所有景区
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

行通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旅游官

方微博也发布公告称，根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阿坝县于8月20日起所有景区

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
行通知。

据了解，理县和阿坝县境内
有毕棚沟、桃坪羌寨、莲宝叶则等
多个著名景区。

综合@理县文旅、@阿坝旅游

四川理县、阿坝县：所有景区暂时关闭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
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
数据时发现，和平武县新驿村跨
区域联合巡护中，安放在白熊坪
区域的一台红外相机，连续4日记
录到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

该红外相机布设位置是大熊
猫活动较为密集的区域，海拔
2900米左右，竹类生长良好。

5月25日，野生大熊猫第一次
出现在镜头里，兴致勃勃地径直走
向镜头，闻、嗅、瞅、摸，尽全力展现

“技能”。26日，野生大熊猫又出现在
镜头里，或许是刚与其他大熊猫争

抢配偶，弄得“蓬头垢面”。27日，野
生大熊猫再次出现在镜头里，身体
还没打理干净，雄赳赳地走向自己
的“开心乐园”。28日，野生大熊猫第
四次出现在镜头里，观察一下周边
环境，确认安全后，立即找到阴凉
处，在大石头上享受惬意时光。

据工作人员介绍，镜头里连续
4日出现的为同一只成年野生大熊
猫。每年 3～5 月是大熊猫的发情
期，由于大熊猫求偶交配时非常爱
打架，所以就出现了镜头里“蓬头
垢面”的样子。 虎绍勇 夏永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省外来（返）蓉人员
这样落实个人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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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只大熊猫连续4天来“卖萌”
被同一台红外相机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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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一次搬走3箱爱心冷饮
不放过“小恶”才能不辜负善行

几瓶水的小事，为何引
发公众气愤？关键还是，身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
善社会，是每个人的期待

夏日炎炎，有人爱心送清凉，有
人昧心搬走水。几瓶矿泉水，也能折
射人性。近日，一男子骑电动车顺手

“牵”水的视频，引发网友愤慨。
起因是，福建商户朱先生在店

门前设立免费的“爱心冷饮摊”，让
他不解的是，有时水消耗得特别快。

查看监控发现，“爱心水”被大量搬
走，有人竟然骑电动车一次搬走三
箱。朱先生有些生气，将监控视频
发到社交平台上，配文道：“大哥，
你这是上爱心驿站进货来了吧？”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处理此事。

从视频来看，搬水男子动作娴
熟，桌上摆放的瓶装水，一瓶都不放
过。临走时，还惦记冰柜里的冷饮，
把电动车塞得满满当当。此事引发
网友热议后，如何惩处该男子，成为
争议焦点。有人建议以盗窃罪惩处，
有人建议用高额罚款惩戒。

针对是否构成盗窃罪，有律师
表示：“这种行为虽然不妥、违反社
会公德，但并不构成盗窃罪。一方
面，商户已经主动放弃了矿泉水的
所有权，同意由不特定的人取走；
另一方面，矿泉水的价值低于刑事
立案标准。”但社会的公序良俗，需
要每个人维护。千里之堤毁于蚁
穴，对不文明行为的纵容，可能会
带坏社会风气，拉低道德底线。

结合相关细节分析，从爱心冷
饮摊打出的横幅看，“免费领取”是
其次，关键是“把水留给更有需要

的人”，一个“更”字突出重点。而商
户朱先生赠水的对象也很明确，因
为天气酷热，看到很多环卫工、外
卖员、交警等在烈日下工作十分辛
苦，朱先生便在店门前设立了一个
24小时开放的爱心冷饮摊。

由此来看，爱心水无偿赠予也
附加了条件，那就是针对特定人
群，尽管一些过路的市民口渴了会
来拿上一瓶，但这跟大批量搬运爱
心水的行为性质不同。对于尚未送
出的矿泉水，应该说，朱先生以及
在此处投放爱心水的其他人，并未

放弃“所有权”和“监督权”。那么对
类似行为，公安机关能否深入调研
案情，依法认定搬水男的责任？如
果仅止于道德谴责，恐怕还会有跟
风仿效者出现。

几瓶水的小事，为何引发公众
气愤？关键还是，身处“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的良善社会，是每个人的期
待。不让爱心人士寒心、不让善行被
辜负，对“小恶”给予训导和惩戒，才
能守住筑牢诚信社会的堤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如歌

近段时间，野外网红打卡地持
续引发舆论的关注。有网友发现，
浙江杭州建德的废弃矿洞成了近
期社交平台小红书上的“避暑胜
地”。在平台上搜索一下，就能发现
今年夏天有不少博主在矿洞前拍
照露营，更有人进洞探险，精美的
照片和刺激的攻略让矿洞成为了

“网红打卡地”。不过，考虑到存在
安全隐患，村委会还是把5个矿洞
的洞口全部封死。

存在安全隐患的废弃山洞、原
生态河道等在一些平台成了被重
点推荐的网红打卡地，这一现象引
发了舆论对于平台责任的讨论。同
时，不少人无视安全风险，对“野生”
风景跟风的行为，也触动了社会反
思。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也值得关
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宁愿
冒险，也要向往“原生态”风景？

从简单的角度来说，人作为高
级动物，对土地、大自然的亲近感，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与生俱来的。
只不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
的观念以及生活环境都在被改造，

逐渐远离了对于“原生态”的依赖，
骨子里对土地的亲近感也被抑制。
取而代之的，是工业风、科技风的
流行。

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对于钢筋水
泥的审美疲劳，再加上大众媒体在
观念上的塑造，使得越来越多人重
新迷恋野生、原生态风景，与户外
挑战运动、极限运动等的流行，背
后其实都是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
性。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都市人群
对于安稳、无趣，甚至是重复的日
常生活的一种短暂逃离和反叛。

当然，看起来具有刺激性，但
这里面的很多行为，很难说能真正
与勇敢、挑战划等号。很多时候，那
不过是一种自我暗示而已。但另一
方面，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的
人对于真正风险的感知和判断能
力出现了钝化乃至蜕化。很多本来
不该有，被称为“作死”的行为频频
出现，并不是说人们真正热爱冒
险，而更多是无知导致的无畏。

当然，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社
会，个人对于非标准化、少人工干
预的野生风景、原始场景和事物的
迷恋，也有着吸引眼球、追求个性
的内在驱动。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
亚斯·莱克维茨就提出过“独异性
社会”概念，指的是任何机构与个

人，如今追求的都不再是普通、常
规，而是要与众不同，独异于人，甚
至哪怕是同样的商品，也要有自己
不同的玩法，要做所谓“有态度的
消费者”。归根结底，到网红野生景
区打卡也好，到废弃的矿洞探险也
罢，都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自己的

“独异性”。也正因为很多人拍照种
草，在网络上进行自我展示，最终
这些原本不为人知的野生之地，也
就变成了流行的网红地。并且，在
这个过程中，那些可能并无多少特
别之处的地方又被不断“赋义”，从
而吸引更多人的参与。

然而，很多人的所谓打卡，看
似是追求个性和“独异性”，但实际
上就是一种跟风，是在融入一种

“同质化”风潮。其实，在消费主义
文化大行其道，社会资讯几乎过剩
的今天，很难说还有真正的另类和

“秘境”，整个社会的趋同性要远远
大于异质性。真正的“陌生之地”正
在不断消失。

当这种虚幻的“独异性”被洞
穿，更多人需要明白：真正的异质
化，或者说特立独行，一定是植根
于内心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长期
追求。并不是说喜欢野生风景，推
崇自然，就代表了个性和特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朱昌俊

8月17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公
示2022年会员发展名单，拟发展会员
994人。其中，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
在拟发展会员名单中，引起网友争
议，质疑中国作协的会员入选标准。

如果单看简历的话，贾浅浅入选
是有成绩支撑的。根据公开信息显
示，她是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
出版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行走的
海》等，荣获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
从履历来说，贾浅浅入围中国作协会
员似乎没什么不妥。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把她的作品
摊开看，有些地方却难以让公众信服。
比如她的作品里有些粗俗的意象，普通
读者很难接受；也有些人认为她的诗歌
毫无文学性，属于“回车键分行写作”。
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学自有文学的标准，
所谓“诗无达诂”，文学的解读总是见
仁见智的。

但对于贾浅浅来说，相比一般作
家她可能还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她不
仅要“证明自己”，而且要“证明只靠自
己”。此前有文章认为，“贾平凹的女儿
贾浅浅爆红，背后是各路文学名家和
诗人积极为贾浅浅的诗歌撰写评论，
溜须拍马。”这些是贾浅浅的家学渊
源，却也是让人疑窦丛生的地方。人们
总有种担心，这是否会变成一种“圈地
自萌”——贾浅浅借着贾平凹的“资
源”，在文学殿堂里逐级而上。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舆论的猜测
罢了，父女二人事业相继，也并无不
可。不过既然舆论已经提出疑问，当
事各方自然也有回应的必要。这也是
公示本身的意义，公示其实也是吸纳
社会意见的过程，提出疑问、解答疑
问，也是公示的常规流程。

其实说清楚贾浅浅的创作能力、
作品价值恐怕也不难。虽说文学有门
槛，但文学不过是大众文艺的一种，

“文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让普通民众无
从置喙，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当然也
可以有效沟通、达成共识。”

所以，借这个机会，把关于贾浅浅
身上的疑云扫清，把入选会员的标准
说清楚，将当代文学的评判标准进行
一番普及，或许也可以拉近专业文学
和普通读者的距离，不失为一次有意
义的互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清波

当“种草”变“野地探险”
人们在追求什么

很多人的所谓打卡，看
似是追求个性和“独异性”，
但实际上就是一种跟风，是
在融入一种“同质化”风潮近日，一张关于寿司郎广州一

门店聊天记录截图引发争议，内容
显示，该门店禁止员工上班期间说
粤语，违反者会被严格处理。对此，
广州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发布声
明称，公司从未禁止员工以粤语与
客人沟通，鼓励员工基于自身条
件，根据客人语言习惯，进行自由
舒适的沟通。但在内部交流中，由
于公司员工来自不同的地区，为了
工作沟通更顺畅，建议员工之间以
普通话作为首要语言。目前已对相
关人员进行了严肃教育，对因内部
信息传递表述不当引发的争议和
不适，向大家报以诚挚的歉意。

禁止员工上班说粤语？此事
曝光后，不少网友批评这家餐厅
管太宽，涉事餐厅第一时间回应
道歉，算是知错能改，来自外界的
批评无疑是一个教训——讲什么
语言，不适合也不应该简单粗暴
地一刀切。

的确，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有
很多五湖四海的外来人口，不会讲
也听不懂粤语，一个都讲普通话的
氛围当然会对他们更加友好。而从
餐馆内部看，统一语言，确实能方

便管理。但也得看到，语言应该是
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既要方便
沟通交流，也应体现本地特色——
地方语言和地域文化都是密不可
分的，这正是普通话普及了如此之
久，方言一直未消失的原因。

粤语本身是广州一带的方言，
很多当地人从小耳濡目染，相较于
普通话，粤语反而可能是他们的第
一语言。所以，员工在私下交流时
说粤语，再正常不过了。就像有网
友说的，要“入乡随俗”，在当地开
店，也该尊重当地的地域文化。

再者，以是否讲普通话为由
头，对员工进行严格处理，这种内
部管理的一刀切，何尝不是在挤
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呢？

公共机构比如政府部门、学
校等，在一些场合，可能会要求统
一讲普通话，但餐馆本身是服务
行业，语言上进行统一的必要性
并不充足，在适合普通话的场景
讲普通话，适合方言的场景讲方
言，随机应变，这就足够了。

因此，语言应该开放包容，有
海纳百川的气度，公司管理更不能
任性胡来。尊重方言，尊重员工的
意愿和合法权益，一个餐馆才能在
本地更持久地生存发展下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熊志

贾浅浅入围中国作协会员名单
公示正是扫清疑云的机会

文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让普
通民众无从置喙，文学圈子和广
大读者可以有效沟通、达成共识

广州一门店禁止上班说粤语？
不妨碍沟通不必一刀切

在适合普通话的场景讲
普通话，适合方言的场景讲
方言，随机应变，这就足够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22
期开奖结果：291，直选：5643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27489注，每
注奖金173元。（42035379.1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22
期开奖结果：29145，一等奖31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74409179.1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095期全
国销售285755605元。开奖号
码：05 08 22 25 35+02 07，
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7575561
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6060448
元 ；二 等 奖 86 注 ，单 注 奖 金
138200元，追加36注，单注奖金
110560元；三等奖231注，单注奖
金1万元。（779067574.9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2022222期开奖结果：893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2092期：33300013333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任选 9场（四川）第 22092 期：
33300013333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
球第22092期：100211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
场 胜 平 负 第 22092 期 ：
330000001113 (以上奖期兑
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9日)

图据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

当前，全球疫情仍广泛流行，
国内疫情特别是西藏、海南、青
海、新疆等地疫情呈现多点散发、
局部区域流行态势，且已外溢多
个省市。成都市“外防输入”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为帮助省外来（返）蓉人员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现将省外来
（返）蓉人员落实个人防控措施进
行梳理，请省外来（返）蓉人员关
注并主动落实。

◆入川抵蓉后该怎么办？

（一）社区报备是前提
如果入川来（返）蓉前您没有

提前报备，要尽快通过天府市民云
APP或微信扫码完成社区报备。
（二）入川扫码是必须

一旦入川，您须在入川的各
查验点通过“四川天府健康通”扫
描“入川即检特殊场所码”（简称

“入川码”）。扫入川码后，您的天
府健康通会出现临时弹窗，您在3
日内须进行2次免费核酸检测。

其中，首次核酸检测在入川
后24小时内尽早就近完成，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临时弹窗自
动解除；首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
时后，进行第2次核酸检测。如果
入川 72 小时后仍没有完成两次
核酸检测，您的天府健康通健康
码将被赋黄码。

为了方便您完成核酸检测，
我们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
站、高速路下道口等设置了免费
核酸检测点。如果这些交通场站
检测点太拥挤，且您是非重点地
区来（返）蓉人员，也可以回到社
区以后尽快完成核酸检测。
（三）配合管理是关键

根据成都疫情实际情况，针
对来（返）蓉不同风险人群实施不
同的管理政策，您一定要仔细阅
读，并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管理。集
中隔离费用自理。

1.对近7天内有西藏旅居史
的来（返）蓉人员，自抵川之日起，
实施3天集中隔离+4天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需具备单独居住条件，由
居住地所在区（市）县闭环接返，并
严格落实安装门磁等人防技防管
理措施；如不具备单独居家隔离条
件，继续实施集中隔离。

2.对近 7 天内有海南、新疆
旅居史的来（返）蓉人员，自抵川
之日起，实施 3 天居家隔离+2 天
居家健康监测（如不具备居家隔
离条件，实施集中隔离）。

3.对近7日内有陕西省、云南
省昆明市、江西省鹰潭市旅居史的
来（返）蓉人员，自抵川之日起，实
施3天居家隔离，采取3天3次上
门采集咽拭子核酸检测。如不具备
居家隔离条件，或不接受同住人员
共同隔离的，实施3天集中隔离。

4. 对近7天内有青海旅居史
的来（返）蓉人员，自抵川之日起，
实施 3 天集中隔离+2 天居家隔
离。居家隔离需具备单独居住条
件，由居住地所在区（市）县闭环
接返，并严格落实安装门磁等人
防技防管理措施。如不具备居家
隔离条件，或不接受同住人员共
同隔离的，继续实施集中隔离。

5.其他地区来（返）蓉人员严
格落实“入川即检”要求，所有经
航空、铁路、公路的省外来（返）蓉
人员须扫“入川码”，实施 3 天 2
检。如果近7天内有国内低中高风
险区旅居史的来（返）蓉人员，按
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要求落实相应措施。
即：对有高风险区7天旅居史的人
员，采取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在集中隔离第1、2、3、5、7天各开
展一次核酸检测；对有中风险区7
天旅居史的人员，采取7天居家隔
离医学观察，在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第1、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
测；如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条件，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管
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算起。对
有低风险地区7天旅居史的人员，
3天内应完成两次核酸检测，并做
好健康监测。

以上措施根据疫情发展情况
实施动态调整。

◆怎样查询全国中高风险区？

“健康成都官微”每天发布国
内城市最新公告病例轨迹信息通
告推文中，都嵌入了国务院“疫情
风险等级查询”小程序，点击即可
了解各地的中高风险区分布。

◆开学前师生员工应做好哪
些常态化防护？

（1）倡导师生员工戴口罩、勤
洗手、少聚集、一米线，坚持做好个
人常态化防护措施，完成常态化核
酸检测要求，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2）倡导师生员工提前7天返
蓉，并做好自我防护和健康监测。
对省外符合返校要求的师生，请
时刻关注疫情发展变化，合理规
划交通路线，返蓉后落实“入川即
检”等相关防控要求。

（3）师生员工返校时主动向
学校报告返校前7天旅居情况和
自身健康状况，配合学校做好健
康码、行程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的查验。 据健康成都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