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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协道歉，为何仍难平息质疑？
在孩子面前“表

演”暴力，既不是解决
纠纷的方式，也不能
彰显一位父亲在孩子
面前的“担当”。

家长电影院踹前排女子椅背
其实“害”的是自己的孩子

智能不是营销的噱头，创新
也不是舍本逐末。不注重产品核
心功能的实现，损害的是整个行
业，更是千家万户的安全。

脚趾打开指纹锁，千家万户的安全岂容儿戏

疫情防控是大事，任
何时候都不能背弃科学，
都不能忘掉初心，都不能
以伤及健康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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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协道歉了。起因是，在前天
2022年女排亚洲杯小组赛中国对伊朗
的比赛中，中国女排姑娘第一局戴着
口罩比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担心。
中国排协回应称：“我们运动员为了保
护自己，比赛开始后佩戴口罩上场比
赛。由于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
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

回应虽然及时，但仍然留有疑
问，让人如坠云雾之中。比如，“队伍
从保护运动员健康出发，要求运动员
进入比赛场馆时要统一佩戴口罩”中
的“队伍”是谁？再如，“由于我们临场

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
掉口罩”中的“我们”是谁？显然，不厘
清“队伍”和“我们”是谁，这个回应的
效果就大打折扣，所谓的道歉也就难
以平息质疑。

网友不依不饶，揪住此事不放，并
非无理取闹，而是想知道谁是责任主
体？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换言之，让女
排姑娘戴着口罩比赛，是谁拍板的？提
出问题的过程，是求真的过程，也是回
到科学轨道探讨问题的过程。究其因，
让队员戴口罩进行剧烈运动，背离了
体育精神，也违反了医学常识。

据报道，中国科协旗下“科普中
国”此前表示，戴口罩剧烈运动，容易
造成心肌损伤，“易使跑者心肌受损，
增加运动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
险”。戴口罩运动而引发猝死的悲剧
已发生多起，排协难道不知悉？虽说
的是“从保护运动员健康出发”，实际
上做的却是伤害运动员健康的事。

当然，也要看到，女排姑娘戴着
口罩比赛，或有无奈和苦衷。在比赛
之前，相关参赛队伍中已有运动员感
染新冠，中国女排个别运动员也有症
状。戴口罩当属不得已而为之。此外，

当前全球疫情反复，在这种情境中参
加比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为
了使比赛顺利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
失，这对管理部门、对女排姑娘都是
不小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排协表示：
“第一局后半程，意识到戴口罩打球
对运动员健康不利后，队伍及时进行
了提醒，我们运动员摘掉口罩完成了
后面的比赛。”值得欣慰的是，摘掉口
罩后，女排姑娘不仅发挥出色，赢下
了比赛，还能保持身体健康，避免疫
情裹挟，可谓皆大欢喜。

但是，这一件事确实给人警示，
也给管理者提出了新命题，即如何做
到防疫和比赛两不误，如何确保女排
姑娘身体健康。无需赘言，中国女排
在中国人心中分量极重，女排精神更
是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爬坡过坎。在此
语境中，相关部门更应全力呵护好女
排姑娘的身心健康，我们要追求比赛
胜利，前提是保障健康，不出岔子。

说到底，疫情防控是大事，任何
时候都不能背弃科学，都不能忘掉初
心，都不能以伤及健康为代价。但愿
此次戴口罩比赛事件能够引起更深
入的讨论，并凝聚共识，以便更好地
推进疫情防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秦川

近日，上海市松江公安分
局接一女子报警称：其在一影
院观影期间，遭后排一男子踢
踹椅背后感到头晕。接报后，
民警为报警人开具验伤通知
书，传唤了肇事人甘某某。经
医院对报警人进行头颅 CT
检查，其颅内未见明显异常。8
月 25 日，公安机关对甘某某
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拘留的
处罚决定。

而据此前报道，该女子
曾发文称，8 月 22 日在电影
院看电影时，坐在后排的小
男孩持续踢她的椅子 20 分
钟，她转头制止几次无果，不
料后来男孩父亲突然用力踹
她的椅子，导致她的后脑勺
直接被磕到，一下子眼冒金
星。散场后，女子跟对方一家
四口沟通时，踢椅子的父亲
不仅没有愧疚之意，还从远
处冲过来要打她。

近年来，因为孩子的一些
不文明行为引发的纠纷冲突
不时成为新闻热点。孩子有着
活泼好动、顽皮捣蛋的天性，
理性和是非认知尚不成熟，更
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
是家长不问是非，无节制地纵
容孩子，就是失职。更重要的
是，家长替孩子出手这种行
为，是在向自己的孩子传递什
么呢？从视频中椅子明显的摇
摆幅度可以看出，这一脚的力
度并不小。

孩子幼小的心里，可能会
觉得，不仅看电影时踢前排的
椅子没什么错，对他人进行肢
体暴力攻击也没什么错。这便
是这起事件中，这位家长以身
示范“教给”孩子的。他也许以
为自己赢了，赢得霸气、神气、
解气，但殊不知，他“亏大了”，
他不仅伤害了前排乘客，更

“毒害”了自己的孩子。这一

脚，不仅踢在了前排椅背上，
也踢在了孩子的记忆里，甚至
可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一
个绊子。

有位网友说得很有道理：
“小孩不懂事，但大人是知道
的。”其实还应该补充一句：有
些行为已经不仅仅是道德问
题了，还上升到了法律问题、
教育问题。比如在这起事件
中，当事家长就已经被行政拘
留了。

当然，也有网友猜测说，
被踢女子可能在沟通时言语
不太友好，甚至说了脏话，这
才激怒了后排家长。这种情况
不是没有可能，目前也还未有
相关细节性信息。但我们必须
强调，在孩子面前“表演”暴
力，既不是解决纠纷的方式，
也不能彰显一位父亲在孩子
面前的“担当”。

另外，这起事件中还有一
些隐性的“受害者”被很多人
忽略了。比如，同在一个影厅
的其他消费者，观影体验是不
是因此受到了影响？对于影院
来说，被踢的椅子存不存在损
伤？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
题，其实恰恰反映了人们应该
具有一颗公共敬畏之心：在公
开场合，应该要有最起码的自
我约束。

可能很多人觉得，天大地
大自己最大，在公共场合可以
我行我素，却很少能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会对他人和周边环
境造成什么影响。视频中踢椅
背的家长，就显然是缺乏公共
意识的一位。希望这次拘留，
能给他结结实实地上一课，也
希望更多家长能引以为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
约评论员 樊成

脚趾打开指纹锁？并非天方夜
谭。据媒体报道，近日，西安一对母女
回家，母亲不经意间用没有设定指纹
的手指打开了房门的指纹锁。诧异之
下，她们又用其他手指试验，同样打
开了房门。更离谱的是，当女儿尝试
用大脚趾开锁时，竟然也成功了。最
后，女儿把脚趾开门的视频传给厂
家，厂家同意换锁。

脚趾能开指纹锁，无疑颠覆了人
们对“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认知，更
暴露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但这样的奇

闻，显然不能只当奇闻看。
近年来，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

越来越多的家庭将普通门锁换成了智
能锁。这种直观感受与行业发展态势
是吻合的。《2021中国智能家居行业白
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智能门锁的整
体生产总量约1800万套，整体销售量
约1300万套；预计2022年中国智能门
锁的整体生产总量约2400万套，整体
销售量约1900万套。据全国锁具行业
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中国智能锁行
业渗透率有望从 2019 年的 7%升至
2022年的11%。对这样一个处于快速
渗透期的行业而言，以“脚趾开锁”作
镜鉴和反思，相当必要。

伴随着智能门锁进入千家万户，
围绕其安全性的争议也持续不断。有
的因为密码太简单，被小偷破解后盗

走家中财物；有的不用输入密码和指
纹，光是把手扶在门上就能打开。

2019年，京津冀三地消协曾对网
售渠道的智能门锁开展比较测试，他们
从各大电商平台随机买了28个品牌的
38把样锁，发现有14款宣称采用活体
指纹检测技术，对假指纹可以进行防
护，但进行试验时，均被轻易解锁。有26
款为IC卡解锁，试验结果显示有24款
样品的IC卡可被破解复制。几年后的
今天，仍然出现匪夷所思的“脚趾开
锁”，不禁让人追问，是行业进步太慢，
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个别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把智能
门锁当成一件普通的科技产品，而不
是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用
具。从产品五花八门的网页宣传可以
看出，那些企业相比起智能门锁的安

全防护能力，似乎更重视营销效果。
智能不是营销的噱头，创新也不

是舍本逐末。无论何时，消费者购买
门锁，核心诉求是安全，任何缺乏安
全性或安全思维的智能门锁产品，
都是与门锁本质功能相悖的。如果
连基本的安全都不能保证，再智能
的指纹技术、人脸识别、虹膜识别，又
有何用呢？

物联网时代，各种智能化家居正
在快速进入千家万户，“脚趾开锁”提
醒人们，安全性终归是在技术性之前
的。若企业靠浮躁的营销思维拼市
场，不注重产品核心功能的实现，损
害的终将是整个行业，更是千家万户
的安全。到头来，也必会反噬自身，让
自己成为智能化大潮中淘汰的沙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文阳

支矶石街路口的豆汤饭已经开
了21年，回忆起这条街最初的模样，
老板姜建彬告诉记者：“那时候是脏
乱差，街道雨污混流，垃圾乱扔，气味
刺鼻。”在姜建彬记忆中，这条街道在
21年里进行过三次大改造，对于其巨
大的变化，他十分感叹：“现在既文明
有序、干净整洁，又保留了一些老成
都独有的悠闲与静谧。”

俏媳妇家庭火锅的文店长也积
极响应“门前五包”工作，这几年她一
直都很注意门店外的卫生和绿化：

“我们对自身的要求是店内店外一样
干净卫生。”她补充说，店员每天都会
按要求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并且在垃
圾车到来时才将垃圾从后厨运出，不
占用街道公共区域、不影响街道整洁

清爽。此外，店门外的绿化也会定期
浇水维护，“店外的环境好了，顾客看
着也心情愉悦。”

记者了解到，此次“门前五包”是
在曾经“门前三包”的基础上，增加了

“包设施完好”、“包绿化美观”两项内
容。对此，邵斌表示，时代在不断进
步，城市管理也在不断成熟，对于曾
经街道管理存在不足的地方必须抓
紧改善，不断优化。

下一步，青羊区将积极开展“最洁
净商家”“星级商家”“门前五包示范
街”等评选活动，树立示范标杆，以评
促优、以奖促提，激发社会各界的参与
热情，提高“门前五包”履约意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实习记者 胥婷

百余商家参与
“门前五包”让街道越来越美

8月26日下午，2022世界
清洁能源装备大会新闻通气
会在四川德阳举行。记者从会
上获悉，由四川省人民政府、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2022
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将于8
月27日至29日在德阳举行。

本次大会以“新能源·新
智造·新时代”为主题，设置开
幕式、主论坛、政策解读、产业
对接、产融对接、分论坛等系
列活动，1800余名境内外嘉宾
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

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展览总面积达2万平米

清洁能源装备领域有哪
些新技术、新趋势？产业发展
呈现哪些特征？本次大会聚
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
的全球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发
展趋势，围绕产业发展热点
和前瞻性问题，将发布《全球
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发展蓝皮
书》《电力装备及技术绿色低
碳发展路线图》等最新成果。
同时，大会将开展先进清洁
能源装备评选推介活动，提
升我国在世界能源装备制造
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助
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

记者了解到，通过以会
蓄能，推动能源装备创新成
为此次大会的一大特色。在
布展方面，本次大会展览总
面积达2万平米，以矩阵式、
场景化视角全面展示清洁能
源产业链上下游先进技术和
产品。其中，室内展区1.5万
平米（AB两馆），主要展出行
业领军企业清洁能源最新技
术、场景应用和品牌形象；室
外展区5000平米，主要展出
清洁能源大型装备。

展区将按照“源、网、荷、
储”四端，划分国际国内两个
展区，集中展示全球清洁能
源装备及相关领域的新技
术、新成果、新产品，特别是
水能、风能、生物能、潮汐能、
太阳能利用的核心技术和专
利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在

汽车制造等领域的运用。
作为2022世界清洁能源

装备大会举办地，德阳规划
建设的清洁能源装备特色小
镇、飞轮储能技术装备基地、
氢能源示范园等八大示范应
用场景拟于大会期间亮相，
全面展示重装之都清洁能源
装备硬实力。

1800余名嘉宾参会
借会展平台招商引资

本次大会旨在打造共话
绿色低碳转型、深化国际产能
合作的重要交流平台，进一步
吸引全球高端资源要素加速
汇集，为促进四川加快建设制
造强省、实现清洁能源装备产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大会还受到国内外
各方嘉宾的高度关注。据活动
主办方介绍，两院院士、专业
研究机构负责人等学术精英，
头部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和
金融机构代表等业界翘楚共
1800余名嘉宾将参加大会。

活动期间，大会将举行
主旨演讲、主论坛等活动，聚
焦全球能源装备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未来。分论坛聚焦清洁
能源装备细分领域，深入研讨
前沿热点、政策法规和产业标
准体系，主要包括“可再生能
源+储能”创新应用与示范推
广、清洁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工
艺与技术创新发展、清洁能源
装备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
发展、清洁能源装备质量提
升与品牌培育等主题。

同时，本次大会还将通
过以会引资的方式带动产业
集聚发展。大会坚持以会展
为平台助力产业集聚，围绕清
洁能源装备产业建圈强链，积
极开展项目招商引资集中攻
坚专项行动。会议期间，将有
一批覆盖清洁能源装备产业
链全领域、各环节的重大项目
在大会上集中签约，为建设国
际一流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基地增添新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叶燕 宋嘉问

2022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
今日在德阳开幕

来看看有哪些亮点

街道是城市文明风貌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加速文明城市建设，充分发挥“门前五包”在城

市管理中的作用，8月26日，在成都市城管委的指导下，成都
市青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少城街道办事处开展“门前五包”
责任书签订启动仪式，拉开“门前五包”推广实践的序幕。

何为“门前五包”？即包环境卫
生、包市容整洁、包设施完好、包秩序
良好、包绿化美观。据了解，此次“门
前五包”责任书签订主要涉及少城街
道奎星楼街、吉祥街、小通巷、支矶石
街4条街共100余个商家。

启动仪式结束后，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随青羊区少城街道中队执
法队员前往支矶石街走访商铺，了解其

“门前五包”工作的落实情况。街道上，
白色停车线内的私人电瓶车停放整齐，
做中药热敷体验生意的商家陈炜告诉
记者：“街道划定区域，我们就知道哪里
可以停电瓶车，就不容易乱停乱放了。”
为了维护街道整洁风貌，陈炜还表示
自己会主动将白线外的电瓶车或者
共享单车移到规定区域内，“街道美
了，我们的生意也好做，双赢！”

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部分
还不清楚“门前五包”工作内容的商
家，执法队员现场耐心讲解。不仅是

支矶石街，执法队员还将向辖区内所
有商铺、居民讲解响应“门前五包”工
作需要注意的事项。

为了有效落实“门前五包”工作，
成都正积极整合各方力量，强化部
门、街道和社区衔接协调，分片区、分
街巷对辖区内商家店铺的门前五包

“签约率、履约率、张挂率”逐项进行
检查，确保“签约率、履约率、张挂率”
达到100%，并且通过社区展开有针对
性的宣讲活动。青羊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机关党委书记邵斌表示，“门前五
包”工作将从少城街道出发，后续将
被推广到全区。

此外，社区将积极发挥基层自治
作用，畅通社会参与渠道，通过坝坝
会等形式广泛听取街区居民、商家以
及社会代表的意见建议。推广联户联
勤、商居联盟、双街长制等自治经验，
引导“门前五包”责任单位从被动接
受管理向主动参与管理转变。

参与商家已超百家 后续将推广至全区

商家：开店21年见证街道越来越美

“门前五包”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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