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价搬运费
□张冬梅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在货拉拉平台预约搬家，不
到两公里路程， 被收取
5400 元搬家费， 引发广泛
关注。这并非个例。近年来，
网约搬家服务遭人诟病的
案例屡屡见诸报端，在社交
平台上也频频被“吐槽”。

有需求就有市场。 网
约搬家服务，随叫随到，让
搬家不再是难事，且价格更
为透明，这让其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青睐。 但目前存在
的恶性价格竞争、收费标准
模糊、进入门槛低等诸多乱

象，却大大影响了客户的消
费体验，让网约搬家带来的
利好大打折扣，也破坏了行
业的健康发展。 此次“天价
搬运费”事件只是行业乱象
的一个缩影。 虽然，货拉拉
方面及时回应、 积极应对，
但给品牌形象造成的伤害
难以弥补。

诚然，近年来，因网约
搬家服务行业价格战开
打， 不排除存在平台定价
过低与司机实际劳务输出
不相匹配的情况。 而根据
实际情况， 让司机加收一

些“辛苦费”，这可以理解。
但如此“天价搬运费”实在
让人难以接受。更何况，逾
时如何收费、 具体加价规
则及搬运范围的收费标准
等， 都不该任由司机自行
决定， 而应有平台运行的
统一标准和规则。

如果让“下单时明码
标价，上门时漫天要价”“定
价太低让司机赔钱做生意”
等成为常态， 无疑会
让网约平台和企业在
司机群体和客户群体
那里两边“不讨好”，

更难以让网约搬家行业规
范发展。 为此，相关企业和
平台要兼顾消费者和司机
双方的合法权益，建立统一
的收费规则和标准，进一步
完善运营模式和评价体系。
同时， 行业监管亟待加强。
毕竟，只有司机、消费者、
平台多方共赢， 才是网约
搬家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的
正途。 ①2

世相评弹

母爱无声
□袁永强

母亲自己一人常年居
住在白河南民宅， 每到周
末， 笔者就雷打不动回去
看望。 和母亲说说话、吃顿
饭， 顺便把她常用的药品
买回来。 疫情期间，由于工
作繁忙， 加上客观条件限
制， 笔者相隔一个半月以
后， 在疫情不太严重时才
匆匆回去看望母亲， 说了
几句话就走了。 这期间，母

亲总说，家里没盐了，或者
没菜了， 或者说刚蒸好的
包子让回去拿。 为此，笔者
觉得她很不明理， 并且在
电话中对母亲大声回应。
这是笔者人生中第一次和
母亲发生争执， 怎么和她
解释都不行。

子夏问孝， 子曰：“色
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
食， 先生馔， 曾是以为孝
乎？ ”孔子曰，（当子女的要
尽到孝）， 最不容易的就是
对父母和颜悦色。笔者很是
后悔，那时应该耐心给母亲
述说，也许母亲只觉得见自
己的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即便有疫情发生，她也没考
虑那么多。 少吃一顿饭，亲

情不会减。 疫情持续缓解
后，母亲听到身旁老姐妹们
中多人与子女久未见面，她
才慢慢理解笔者当时的心
情。 她说，我当是你嫌弃我
了， 故意以工作忙来推脱，
后来才知道是我不对。

母亲一生勤劳吃苦，
和父亲一样常年上地劳
作，还要做家务，含辛茹苦
抚养我和姐姐长大， 十分
不易。 辛勤耕作，长期受到
风刮雨淋，透支身体，母亲
落下了病痛。 近十几年她
才脱离了田间劳作， 可还
在不停为子女操心。
比如， 看到笔者白头
发多了， 就劝说不要
经常熬夜， 少写点东

西也行，身体要紧；再有，
天气一变， 她就会打电话
提醒笔者更换衣服。 虽是
繁琐，但却很温暖。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有
母亲在，家就在。 只要母亲
在， 子女无论年龄多大，却
都还是小孩。 母爱如春雨，
润物细无声。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趁着母亲健
在，及时行孝，多回家看看，
多陪伴母亲。 尽孝要抓紧，
孝心无价，感动天地。 ①2

（作者单位： 宛城区委
宣传部）

醒来是白色的， 钢琴培训的时候是
绿色的，见到“社工妈妈”的时候眼前是
五颜六色的。

———福建省福州市青少年事务社工
协会推出“福州爱”计划，以“公益经纪
人”的身份，为身怀特长的特殊青少年量
身打造“社工 + 专家志愿者”服务模式。
接受帮扶的盲童小蓝如此说道。

就是想用近 30 年的工作经验，到更
有需要的地方工作， 为乡村卫生事业贡
献一份力量。

———从广东珠海赴云南怒江对口帮
扶的女医生管延萍， 常年坚守在扶贫一
线。 每次下乡，她的背篓里都装满器械、药
品、干粮等，村民远远地就能分辨出她的
身影，亲切地称她“背篓医生”。

身体特别疲惫， 主要是靠意志力和信
念挺过来。

———战“疫”期间，北京友谊医院重症
医学科的刘壮在武汉无休奋战 65 天。 日
前， 刘壮荣获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 他是唯一一位以医疗组组长身份获
此殊荣的抗疫工作者。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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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箴言

退一步优雅坦然，让一分何等清闲，
忍一句无忧舒坦，耐一时快乐神仙。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本报综合报道

拦截高空抛物
□殷呈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 其中有关高空抛物行
为的条款引发热议。 草案
第 1254 条规定，物业服务
企业作为建筑物管理人应
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
施防止高空抛物的情形发
生， 否则应当依法承担未
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
责任。 在侵权人、受害者之
外，明确列出物业作为“第
三方”的责任，倒逼物业出
手拦截高空抛物， 对于化
解高空抛物这一城市顽
疾，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 高空抛物导
致的伤亡事件接二连三。
去年 6 月， 深圳和南京先
后发生儿童被高空坠物砸
中伤亡的惨剧；就在近日，
深圳一名 6 个月女婴被楼
上抛下的洗发水瓶砸中头
部， 天降菜刀砍断广西宾
阳一名男子腿筋……针对
高空抛物， 国家也陆续出
台了一些法律法规。 根据
去年 11 月最高法印发的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
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故意高空抛物最高可以故
意杀人罪论处， 不可谓不
严。 一面是城市居民的深

恶痛绝， 一面是法律
法规的强力震慑，高
空抛物缘何屡禁难
止？ 除了部分人素质

低下、法律意识淡薄外，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难以
准确揪出肇事者、 厘清责
任方。 尤其是高空抛物事
故的现实处罚， 往往是全
楼户主平摊责任， 致使肇
事者更加心怀侥幸、 无所
顾忌。

治病要治根。 既然“真
凶”难辨是最大困局，草案
便在此类事件的责任主体
上提出了更具体的规定：
作为小区管理方的物业公
司， 必须提前加强安保措
施， 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将
对物业公司追责。 在以往
高空抛物案件中， 一般无
需物业承担责任； 依据草
案， 物业再也不能把小区
内高空抛物当作两耳不闻
的“窗外事”了。 当然，这样

的规定并非是将肇事者的
责任完全转化给物业，目的
是倒逼物业有所作为，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
此类情形的发生。 按照草
案的规定，一方面，物业公
司可通过提醒户主、 普及
罚则及加强巡逻等手段，
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安
装向上摄像头等技术设
备， 在高空抛物发生之后
能够精确锁定嫌疑人，避
免“一人抛物，全楼担责”的
尴尬局面。

物业是小区事物的管
理参与者，也是家家户户的
安全守护人，在民法典即将
审议之际，物业应该尽早自
查，是否已有“必要的安全
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
物情形的发生”。 ①2

幼儿园临时转行
近日，山东、河北、云南等地一些暂不

能复学的幼儿园临时转行做起了餐饮，卖
烧烤、包子、营养餐。 乍一听可能会意外，
但是细想，幼儿园有场地、有桌椅、有工
具，相关证照也齐全，与其受疫情影响一
直闲置， 这无缝转换的操作还真是很机
智。 有园长说，临时转行是为了老师们以
后不转行，让每一个教职工身后的家庭不
用发愁。 让人欣慰的是，这些新业务推出
后很受欢迎，生意好着呢。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
幼儿园利用自身资源，不等不靠，转行自
救，经营快餐，既解决了员工不能复学带
来的失业风险， 又满足了居民生活需要。
这种思路上的转变， 为幼儿园保留了师
资，值得肯定和借鉴。 有道是：疫情影响难
开园，幼师转行卖快餐。 花式自救诚可赞，
观念一转天地宽。 另有诗为证：幼儿入园
未确定，临时“转行”辟蹊径。 花式自救卖
烧烤，不等不靠解困境。 ①2 （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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