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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华为们的
“耿直”，就会少一点陈春花们的
“滤镜”

中国有句老话，打铁还
需自身硬
8月3日，陈春花发文回应了华为声明
及学历造假。随后，北京大学发布声明，称
收到陈春花老师的辞职申请，学校按程序
终止其聘用合同。
纵观整个事件，
或许可以让我们不只停
留在
“一看而过”
的热闹，
还可以有一些思考。
比如一个业界叱咤风云多年的人，为何会
“栽跟头”
；
再比如华为的声明有何社会意义。

陈春花大概想不到，2017年她在公众
号上发表的文章《与任正非先生：围炉日
话》，几年后竟然将她送上了风口浪尖。不
少人眼里的“华为军师”，结果却被对方直
言“无任何关系”
。
中国有句老话，打铁还需自身硬。自
身没有罅隙，任他人怎样质疑，也只能止
步于质疑。甚至，很多人还能在质疑中化
危为机，收获更多的赞赏和更好的口碑。
7月初，当华为不加修饰地表示“与陈
春花教授无任何关系”时，有人认为华为
的做法不够体面。毕竟一个是知名企业，
一个是专家学者，原本可以好好沟通，得
一个双赢的结果，没必要弄得彼此尴尬。
但或许，华为的断然割席，不仅是与陈春
花划清界限，更是为了从根本上堵住一些
营销号的嘴。

店招不允许出现经营内容？
“城市之美”不是单调的统一
城市的有机生长需要更多弹性空间
近日，网曝视频显示，江西上饶市信
州区一餐厅门头招牌上除了有“××轻食
餐厅”字样外，还写着“无油炒菜、全麦面
食、披萨焗饭”的经营内容。穿着“城市管
理”服装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将门头上关
于经营内容的字拆除。据媒体报道，当地
城管局工作人员对此表示，现在有文件统
一规定店铺招牌只能写店名。而统一门楣
招牌，目的是市容市貌达成一致，经营内
容可以通过电子屏等其他经营技巧展示。
对店铺招牌和广告牌匾的整改时而
引发争议，整改通常是为了改善城市颜
值、提升城市气质，故而对不符合相关规
定的门头牌匾和店招进行拆除，以便让城
市“焕颜提质”。是否真的能“焕颜提质”？
恐怕未必。基于“精心”的统一设计，现实
中不乏搞出黑底白字瘆人的效果。
上饶不让店招写经营内容，倒有相关
文 件 依 据 —— 上 饶 市 城 管 局 办 公 室 于
2022年3月印发了《上饶市中心城区店招
门楣设置导则（试行）》，其中要求：店招门
楣内容只能有店面名称及相关标识和图
案，禁止有经营范围和商品种类等信息，
禁止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问题是，
这个“规”本身的内容引发了部分商户的
质疑，认为“不合理”。所谓店招违规，违的
似乎是基于当地审美的地方之规。
把店招统一做成单一设计，
规范管理成了

死板管理，
店招往往会背离它吸引顾客、
活跃市
场的本源价值，
不再是商户想要的店招。
城市管
理的
“洁癖”
可能会侵犯商户的
“店招自由”
。
城市管理在店招上做文章，本能说不
对。因为，破旧无序的店铺招牌和广告招
牌，
的确很影响市容市貌，
甚至有的还会影
响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管
理店招。
要知道，
店招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载
着城市文明的“精华”，因为它是商业载体
也是文化载体，蕴含了丰厚的历史底蕴与
人文内涵，
是一条街乃至一座城的门面。
需要防止的是胡乱设置店招影响市容
市貌和公共安全，而不是一味压缩店招的
自主设计空间，
将了无生趣的单调设计，
视
为唯一可接受的所谓“城市之美”。文化不
可能在死板的条条框框里生长出来，只可
能在自由的创意空间里蹦跶出来。前者更
像是批量制造工艺品，后者才有可能海量
创造艺术品，
尽显街市店招文化之美。
某种意义上，
具体到
“禁止店招有经营
内容”
的规定，
是为了便于管理的一刀切懒
政，
而城市的有机生长需要更多弹性空间。
店招真正该管的，
首先是确保安全，
不能留
下公共安全隐患，要限制悬挂位置和悬挂
方式；其次，可以明确限制店招面积、用色
范围甚至店招材质，禁止出现违法和违背
公序良俗的内容。
其他方面，
应尽量留给商
户充足的自主空间。要在找准城市形象定
位的基础上，给商户店招设计提供方向引
导，
而不是事无巨细到禁止商户自行设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春花也是那些
营销号的受害者，毕竟一些根据她文章加
工后的夸张网文，让本意可能是对任正非
的“钦佩和折服”，完全变了味。虽然她也
已“打假维权”，但效果甚微，还是“损害了
相关企业的商誉”
。
如今看来，
或许我们更需要像华为这样
不留情面的
“耿直”
。
如果不是这样，
就难以看
到滤镜之下陈春花的真实一面，
还会误以为
陈春花和华为的关系非比寻常，
更难以去质
疑她那个没有被认证的博士学位。
而陈春花
也可能会继续带着这种误解，
行走江湖。
也正是华为的直截了当，让陈春花的
权威性打了折扣，进而引发了大众对其学
历的质疑。
正如前段时间，
首都医科大学校
长饶毅质疑华大基因副董事长尹烨一样，
权威的否认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一定程度

上启发了人们对陈春花的重新审视。从这
个角度来说，
社会多一些华为们的
“耿直”
，
就会少一些陈春花们的“滤镜”，就能看到
更真实的世界，
就不会轻易被误导被蒙蔽。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敢于挑战权
威的力量，权威也应有应对挑战的能力。
对陈春花的审视或许只是一个开始，随着
社会不断发展，信息越来越透明公开，大
众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广，那些曾经被修饰
被遮掩的，终究藏不住，那些夸张的虚构
的，必定经不起审视。而跟上时代的最好
办法，
是坦然面对自己，
勇敢面对大众。
我们并非否定陈春花的能力，而是更
认可凭实力说话，更希望无论企业或高校
在聘用时，更注重真才实学，而非一个无
处附着、
经不起审视的虚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电影票
“不退不改”被罚，
治理霸王条款需改变消费者弱势地位
准，
拒绝对退改电影票的要求提供相应服
务。
电影票的
“退改难”
现象成为行业顽症。
诚如此案中法院判决所指出的，电
影城单方设置退改签格式合同条款，
在网上买了电影票，因急事无法按
关闭退票与改签程序，观众被迫同意
时观影，
或者不小心选错了观影时间，
想
其“购票后不能再退票与改签”的条款
要退票或者改签，
却被告知
“不退不改”
。 后，方能继续在售票网站上购买电影
这属于霸王条款吗？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票，其行为构成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
技术手段强制交易而限制、排除了观
近期，山东济南的王先生通过售票
众在合理时间内退票或者改签的合法
网站订购了某电影城当晚的2张电影
票，出票之后发现时间错选成第二天晚
权益，加重消费者责任、减轻经营者责
任，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上了。王先生与电影城联系，对方以王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属于无效条款。
先生购票前已勾选同意“不退不改”协
议为由，拒绝退改签。气愤的王先生投
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以及法院判决，
明确了电影票退改的权责边界，
即电影院
诉到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法
定程序对电影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等服务机构必须履行为消费者提供退改
书，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
票可选项的法律义务，确保其选择权和
对其罚款人民币8000元，法院也支持了 “后悔权”
；
对于影院的违法行为，
也不仅
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一处罚决定。
仅是退还票款了事，
而是要承担相比票价
购买的电影票“不退不改”，这一做
数十倍的行政罚款，
如此就加大了影院的
法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早在2018年9
违法成本，
起到更强的法律震慑作用。
月，新华社播发了调查报道《电影票“退
我们也希望对此顽疾的治理不能
改签”，为何就这么难？
》，就对饱受消费
止于个案。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
者诟病的电影票“不退不改”
“ 只改不
了一张电影票和影院“较真”，消费者
退”等现象提出质疑。随后中国电影发
个体在与影院的博弈中仍处于弱势，
行放映协会发布《关于电影票“退改签” 这就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大治
规定的通知》，要求各院线、影院投资公
理力度，甚至设立行业黑名单。
司、影院在与第三方购票平台签订电影
此外，影院也可参照铁路、航空等
票代售协议时，
要明确
“退改签”
规定。
行业，制定并施行差异化的退改签收费
但从一些报道来看，
这一规定并未得到
标准。
完全落实，
部分影院甚至将其视为
“弹性”
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毕舸
一张小小的电影票，
“退改
签”
如何成了老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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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需至少消费8000元”
，
仅仅是导游个人的利益驱动？
受损最深的，总是地方的声誉。
据媒体报道，近日，游客刘敏（化名）和朋
友报名参加了一个6天5晚的云南旅行团，两人
团费共计1580元，这里面包含了吃住费用，不
含机票。在参团之前，工作人员曾向她明确，该
团不是购物团。然而，她们却在云南被导游要
挟“知道你家地址和身份证号码，白领需至少
消费8000元”。8月3日下午，云南昆明市文化和
旅游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
正在调查处理。
每到一地就被强制购物，稍有不服就施以
恶狠狠的人身威胁，导游的这通操作实在过
分。尽管目前当地已表示正在调查处理，似乎
也未见有其他类似情况的连锁反应发生，但在
各地旅游市场艰难复苏的语境下，这一事件带
来的恶劣影响，
恐怕短期内难以消除。
每一位游
客的个人信息，
都掌握在导游等人的手中，
只要
有人想搞事情，
后果难以想象。
这种要挟实际上
已经触碰到所有外出游客的切身利益了。
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仅仅是这名导游
个人的利益驱动吗？笔者认为，导游的个人素
质、利益诉求等，当然是导致事件恶化的重要
因素，但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仍
与当地的旅游生态有扯不断的联系。
其一，包含了吃住费用的6天5晚游，每个
人只收790元，每人每天只合130余元，这样的
价格明显偏低。在经历了多轮整治后，特别是
在2017年，云南省曾明确要求“不合理低价游
产品”全部清理下架，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有悖市场规律的低价组团？
其二，旅游团变身购物团，也是此前云南
旅游治理的重点。现在来看，类似情形并未绝
迹。或许区别就在于，有的旅游团导游劝购较
为平和，有的则简单粗暴。像这次曝出的导游
为游客划分购物消费层级，说什么“工薪阶层
消费3000元到8000元，都市小白领消费8000元
到20000元”，如此精准分类的宰客术，刷新了
人们的认知。这也表明，切断行业灰色利益链
条可谓难之又难。
一 直 以 来，云 南 成 为很多人的“诗和远
方”，而云南旅游的口碑也有反复。客观而言，
诸如强制购物、利益勾连等乱象，并非云南独
有，但云南个别导游之所以“出圈”，往往是以
极端粗暴的做法冲撞公众底线所致。
当下，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事件，也希
望当地能够正视并严肃处理此事，严查严管，
营造一个让外地人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彩云之南，应该是每一位游客“开心的方
向”，而不该是“伤心的方向”。别让个别无良导
游和企业的精细算计，坏了当地算大账、算长
远账、
算回头率的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龙之朱

成都将对全市重点区域展开执法整治

成都兴隆湖畔，这个餐厅摆出“免费吃饭”的牌子

店主：
帮助有困难的人，
我也很有幸福感
在兴隆湖边的一家餐厅外，从7月18
日开业第一天起，门口的牌子上就写了这
段话，打头的“免费吃饭”四个字格外醒
目，让每一位路过的人见了都心中一暖。

加美丽。”
从7月18日开业至今的十几天时间，
店里也真的有过遇到困难进来询问的
人。据闵哥回忆，就在大约十天前，晚上
八点多，店门口来了一对六十多岁的老
夫妇，婆婆身体不好，老爷爷在门外踟蹰
了一会儿才进店轻声询问，这里是不是
吃饭不要钱。
闵哥见状，二话不说，就给两位老人
一人备了一份热乎的饭菜，每人一荤一
素一汤，菜品也挑的是绵软的食材，还额
外赠送了两瓶水，
让老人家吃饱吃好。
“后来那对老夫妻吃完之后还专门
跟我说了谢谢才走的，我听了心里自然
是很开心、很温暖。中国人情义为重，能
帮 助 到 别 人 ，我 自 己 也 是 很 有 幸 福 感
的。”闵哥笑着，脸上洋溢着掩盖不住的
小骄傲和喜悦之情。

带着团队回家乡
简单的小店，
大大的梦想

餐厅门口摆放的牌子

早年也曾受人恩惠
如今愿解别人燃眉之急
上午10点40分，在位于成都市四川
天府新区天府菁蓉中心D区161号“顺兴
小吃”餐厅的门口，老板闵哥正将写有
“免费吃饭”的醒目牌子放到店门前。此
时的闵哥正在里里外外张罗着，为中午
忙碌的饭点做准备。他内外穿梭，却心中
自有条理。
“ 妹儿，进门记得先扫个场所
码。
”
看，
防疫工作也是做得一丝不苟。
闵哥说，自己早年也有过饿肚子时
受人恩惠的经历，所以现在愿意通过力
所能及的爱心之举解别人燃眉之急，他
说：
“ 一顿饭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却可
能帮助到一个十分需要它的人。现在是
和谐社会，大家都需要传播更多的正能
量，献出一些爱心，我们的城市才会更

45岁的闵哥是成都大邑县人，
之前的
近二十年间，
他一直在西藏开餐馆。
今年，
他决定返乡继续“搞事业”，经过多处考
察，
他最终在兴隆湖边选定了这间心仪的
铺面。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里周围的条
件和环境都让我眼前一亮，非常舒服，我
当时就决定要把铺子开在这儿！
”
据了解，从外地回来的时候，闵哥把
以前餐馆里共事了十多年的厨师、伙计
们全部都带回了家乡，一群老搭档能够
一直在一起做事、一起谋生活，同时还能
一起用免费供餐的形式做一点对社会有
意义的事，这便是闵哥的初心，也是他心
中最好的归处。
看得出来，闵哥对这间小店寄予了
厚望。临近饭点，大厨们在后厨忙不迭地
炒菜，备好的新鲜净菜种类繁多，等待着
下锅，而闵哥则一会儿忙着端菜到前厅，
一会儿忙着整理洒扫，把店面打理得精
致又整洁。
虽然闵哥一直表示自己做的这些都
是小事，只是随手与人方便，但正因为有
了像他这样愿意“赠人玫瑰”的人，才让
成都的街头有了能够触碰到的温暖，让
这座城市更加文明。
据文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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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象”
在情景短剧中当起文明劝导员

成都
“曹家象”有了新身份
当起文明劝导员
“曹家象”系列情景短剧将陆续推出，宣传文明
此 前 爆 火 的 曹 家 巷 社 区 IP 形 象
“曹家象”又有新身份啦！8月2日，金牛
区正式推出“曹家象”文明宣传系列情
景短剧。这也标志着“曹家象”作为文
明劝导员的形象正式上线了。
电影院观影期间大声喧哗、公共
场所垃圾乱扔、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随 意 践 踏 草 坪 …… 在 情 景 短 剧 中 ，
“曹家象”作为文明劝导员及时出现，
对这些不文明现象说“NO”，以此规
范市民朋友们的不文明行为，助力提
升城市形象。
“曹家象”
是今年3月诞生于金牛区
驷马桥街道曹家巷社区的新晋IP，
白羊
座，B型血，生日为3月22日，拥有坚毅、
勇敢、
热情、
直率多重标签。
最开始以“曹家象”微信表情包在
社区居民朋友圈被疯狂“刷屏”，16款
动态表情涵盖通知、投票、加油打气、
回复收到、点赞他人、转发扩散等，其
生动的表情萌翻了社区居民，
“ 曹家

象”也因此火出了圈。4月，
“曹家象”作
为社区志愿者持证上岗，在核酸检测
点 位 维 持 秩 序 、引 导 市 民 戴 好 口 罩
……它腰有点圆、腿有点短，头戴黄色
安全帽，走路一摇一摆，显得十分呆萌
可爱。在这个“萌宠”时代，曹家象的出
现，让大人小孩都无比喜爱。自“曹家
象”推出以来，一直在融入社区工作与
居民生活中，让基层社区服务更有温
度、更接地气。
“‘曹家象’是大家喜爱的社区IP
形象，受关注度高。当前成都正大力创
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在金牛区赋予
了“曹家象”文明劝导员这一新的形象
定位之后，我们希望通过拍摄情景剧
这种新颖有趣的形式，让市民朋友增
强文明意识，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来自金牛区融媒体中心的制作团队负
责人邬华宇介绍，以曹家象为主角的
文明劝导系列情景短剧将陆续推出。
据文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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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贴乱画乱搭建、
占道、敞放犬只……
是整治重点
8月5日，成都市城管委召开动员部署会
议，将针对全市重点区域“八乱”现象、占道经
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和
不文明养犬等行为开展执法整治。
此次整治区域包括成都市市域范围内实
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重点为主次干道、商业
大街、背街小巷、公共广场、公园、景区景点、公
交车（地铁）、
公交（地铁）车站、
医院及周边、
社区
（小区）、
城乡接合部、
交通场站（机场、
火车站、
长
途汽车站、
码头、
汽车总站）及周边、
城市商贸综
合体和综合写字楼及周边、
商场超市及周边、
学
校及周边、
农贸（集贸、
批发）市场及周边。
其 中，针 对“八 乱”现 象，将重点整治在
公共区域乱张贴乱涂画、沿街乱倾倒污水、
不按垃圾分类要求乱倾倒生活垃圾、乱牵乱
挂 乱 晾 晒 、私 搭 乱 建 建（构）筑 物 和 棚 区 等
“乱贴乱画、乱泼乱倒、乱扯乱挂、乱搭乱建”
（
“八乱”
） 现象。
针对占道经营行为，将重点整治餐饮占
道、大型商超未经审批占道促销、占道堆放
货物等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在商铺门前统一
划线，商铺在线内出店摆摊经营，且不影响
居民日常生活和正常交通，可不纳入占道经
营处理。
针对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将重点整治占
道为市和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及沿街兜售物品
等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可在不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和正常交通情况下划定区域，商贩在划定区
域内规范经营，经营设施摆放整齐，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垃圾清运及时，经营结束后场地无
垃圾油污，禁止从事产生油烟、高噪声、水环境
污染等污染环境行为。
针对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将重点整治非机
动车（含共享单车）不按规范停放、占用盲道、
占用绿化带、影响行人通行等行为。
针对不文明养犬，将重点整治不按规定拴
（圈）养犬只、
敞放犬只，
犬主携犬外出未及时自
觉清除犬只排泄粪便，占用城市道路、桥梁、人
行天桥、
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交易犬只等行为。
成都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城管
执法队伍将集中执法力量，对上述现象开展执
法攻坚，发现问题及时制止纠正，对拒不整改
的严格依法查处，同时对前期已整改问题开展
回头看，通过精细管理，扭转市容乱象。另外，
今年9月至12月，各区（市）县城管执法部门，总
队各处、支队（含火车站支队），还将针对本次
执法整治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以及执法监管
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强化常
态管控，健全问题快速发现处置机制，着力保
障市容市貌长期清爽有序，做到创建为民、创
建惠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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