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都论坛

卖惨赚流量？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慈
善直播”。

———西部地区一位扶贫干部反映，
有所谓爱心博主将村民带到已经不住的
老房子中拍摄“房不能住”“衣不蔽体”的
视频，而后呼吁帮扶。半月谈网对此发表
上述观点。

宿管阿姨成“学霸”，大学生没理由懈怠。
——近日，浙江万里学院的宿管阿

姨裘益君因为会计资格证一次通过上
了热搜。《钱江晚报》发表上述观点。

若“李鬼”违规行驶、停放，不是让“李
逵”背锅？

——日前，江苏扬州一私家车主因
在车身贴上“公务用车”字样被罚。《广
州日报》认为，“公务用车”标贴不能想
贴就贴。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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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上海拼单式
“名媛” 群里的信息被曝
出，舆论哗然，分分钟上
了热搜第一名。 这个群体
的人，为了打造“名媛”形
象，她们拼租名车、拼豪
华酒店、拼下午茶，甚至
丝袜也拼单，只为摆拍发
个朋友圈。 这类泡沫式消
费的背后，是进入富人阶
层的欲望，而最终她们只
会向下收割———迷惑那

些追逐她们的人。
拼单式“名媛”事件的

曝出， 缘于一个人交了
500 元会费， 进入拼单群
“潜伏”， 了解到该群拼单
消费的真相：5000 多元的
酒店 40 人拼单，4000 多
元的豪车 20 人拼单，700
多元的下午茶 6 人拼单，
名牌丝袜也可以拼……这
些拼单消费表面看并没有
影响到其他人， 但是其背
后却是假冒有钱人的目的
驱动。 装富的目的是什么
呢？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这种现象违背了公序良
俗，甚至还有欺诈、非法交
易等违法隐患。

消费，首先应该基于
需求本能：吃、穿、住、行；

其次是满足精神需求：书
籍、电影、话剧、歌剧、音
乐、 社交等。 不知何时
起， 西方的奢侈品开始
冲击国人的消费理念 ：
一款包几十万元， 一块
表几十万元，一瓶香水几
万元，某名牌鞋只能穿不
能洗……这些奢侈品一
次次刷新人们的认知，让
一些人忘了物品的功能
是方便人类，并不是让人
成为物品的奴隶。 前些
年， 有人为了买名牌手
机，竟然愿意出卖器管。

宋代释惟白在《续传
灯录》里说：“权衡在
手，明镜当台，可以
摧邪辅正，可以去伪
存真。”去伪存真、惩

恶扬善，正是文明社会需
要倡导的基本风尚。 拼单
“名媛”现象，再一次向我
们阐明，在人生走向的选
择方面， 要守住基本底
线，那些突破底线的人生
就像没有舵的船，随时会
滑向黑暗无底的漩涡。 我
们要有一颗明辨是非的
心，要有一双分得清黑白
的眼睛，什么样的饰品都
不能包装出一个本不属
于自己的灵魂，所有的果
实都需要靠自己的双手
去获得。 ①2

（作者单位：南阳网）

晨读箴言

多见者博，多闻者知，距谏者塞，专
己者孤。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拼单“名媛”
□叶小闲

空白罚单
□李方向

10 月 10 日上午，西
安市高陵区长庆职工医
院门口，一辆轿车在路边
违法停放，车主在车窗留
下纸条：“请手下留情，带
孩子在医院看病。 ”民警
刘晨整治交通秩序时发
现了这辆车， 看到这张
纸条后， 开出一张空白
罚单并给车主留言：“仅
此一次。 ”

很多人有类似的经
历：急着进医院却没有停
车位， 只好让病人先下
车，等找到停车位后自己
再与病人会合。 由于孩子
病情紧急，已容不得四处
找停车位，西安这位车主
只好在车窗上留下纸条，
先停车送孩子去就诊。 可
以说，车主没有违法的故
意，将车停在医院的路边

是无奈之举。
执法中，处罚从

来不是目的，而是为
减少和纠正违法行

为，说到底只是一种社会
治理的手段。 既然车主并
无违法故意， 且事出无
奈，那么处罚完全可以人
性化一些。 必须强调的
是， 交警开出空白罚单，
并没有突破法律的界限，
更不是纵容违法行为。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
条明确：有证据证明救助
危难并经核实的，应当消
除违章信息。 这位交警开
空白罚单， 既有法律依
据，同时也对车主的情况

进行了认真核实，并没有
“法外开恩”。

温情执法，不是徇私
枉法， 是在遵守法律规
定的前提下选择更加人
性化的执法方式， 从而
达到最好的执法效果 。
虽然这次是空白罚单，
但是起到的法律教育效
果可能比罚款、 扣分更
大。 绝大多数人不会心
存违法的故意， 而温情
执法更有助于促进人们
对法律制度与文明秩序
的恪守。 ①2

重典整治“碰瓷”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办理“碰
瓷” 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惩治“碰
瓷”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公检法部
门间的分工配合、定罪量刑等问题。

《指导意见》就专门对“碰瓷”进行了
定义： 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其
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
法索取财物的行为。 这是第一次对“碰
瓷”行为作出了准确界定，为司法实践提
供了指引。

乱象用重典， 有了更明确的法律适
用，对“碰瓷”犯罪理应给予严惩，有关执
法部门要不断提升执法水平，对“碰瓷”
行为进行重点治理，这样才能正纲纪、明
规则、转风气。 对“被碰瓷”的受害者来
说，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拒绝私了，摒
弃大事化小事的思想， 主动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权益，不给“碰瓷”可乘之机，不
钻“碰瓷”的圈套。 ①2

（刘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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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上的广告
□张培胜

近年来，我国电商行
业快速发展，巨大的快递
包裹投放量让“包裹上贴
广告” 的生意悄然兴起，
“快递广告媒体” 这一词
条悄然出现。

有些快递公司开始
接受发布广告的业务 ，
“包裹上贴广告” 生意红
火。 不少消费者只是收寄
快递件，觉得快递包裹上
的广告没什么大不了。 有
网友认为，快递企业发展
快递广告业务，是应时而
生的新商机，等于开拓了

邮费之外其他收入来源，
能减轻经营压力，减缓快
递价格上涨速度，减轻消
费者负担。 但如果对这一
现象一味纵容或放手不
管，虚假广告就可能乘虚
而入。

目前，我国《广告法》
等法律法规还没有对快
递包裹广告作出明确规
定，按照“法无禁止皆可
为”的原则，快递包裹上
贴广告不能被视为违法
行为。 尽管如此，我们要
看到，快递离开寄件人之

后， 在整个运输过程中，
快递物品的权益是属于
寄件人的，一直到收件人
签字收件。 快递公司只负
责受托中转与运输，不具
备对快递物品表面改变
的权利。 快递企业应考虑
接收者的权益，允许消费
者网购时注明接收或不
接收广告，对于注明不接
收者，绝对不能强求。 特
别是包裹广告不宜
喧宾夺主， 不能遮
住寄收件人的地
址、姓名等信息。

为了避免快递广告
“任性”，应该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 将其纳入监管
中，使其在法治轨道和监
管视线中良性发展。 通过
相关制度设计，明确广告
发布商、快递企业及消费
者三方的权利和义务，一
旦包裹广告发生纠纷，处
理起来便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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