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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一体化
迎来重要里程碑
□ 新华社记者 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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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两女子驾车坠河事件：
莫拿别人的不幸“秀”道德优越感

新华时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15 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期间正式签署，
世界上人口数量最
多、
成员结构最多元、
发展潜力最大的
自贸区就此诞生。这是东亚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为推动区域
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新的动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
义、
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新冠肺炎疫情
给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
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15 个成员
国 保 持 密 切 磋 商 ，如 期 签 署 RCEP。
该协定的签署是地区国家以实际行动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的重要一步，对深化区域经济一
体化、
稳定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困难时
刻，东亚国家选择了开放合作。正如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部长阿兹
明·阿里所言，签署 RCEP 意味着东盟
及其对话伙伴对自由贸易说“是”，向
保护主义说“不”。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东亚地区疫
情防控形势总体趋稳向好，各国正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有序复工复
产，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恢复。在东亚
努力走出新冠疫情影响的关键节点，
RCEP 的签署给区域经济复苏注入了
新动能。RCEP 将进一步促进东亚地
区的贸易投资往来，加强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合作，实现地区国家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
作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中国率先控制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
助力地区国家对冲疫情冲击。今年前
三季度，中国与东盟经贸投资合作逆
势上扬，持续为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复
苏作出贡献。
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坚持
扩大内需的同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不久前如期举办的第三届进博
会，再次展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彰
显中国支持贸易自由化、主动向世界
开放市场的大国担当。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 RCEP 谈判，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方将一如
既往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同各方
合作做好 RCEP 实施工作，使成果更
早惠及地区企业和民众。随着 RCEP
的签署，东盟方面普遍期待进一步分
享中国发展和开放的红利，地区国家
也期盼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促
进区域互联互通，释放经 RCEP 整合
后的东亚市场的潜力。
RCEP 凝聚地区国家的意愿共识，
表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人心所
向。协议签署是各方 8 年努力磋商的
结果，
也是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新
起点。各方应乘势而上，
顺应开放合作
的时代大势，
通过相互合作促进疫后经
济复苏，造福地区国家和人民，为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朝着构
建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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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这起事
故当然有很
多值得反思
和讨论的地
方，
比如年轻
人的娱乐生
活要有节制，
比如驾车落
水之后如何
逃 生 …… 但
这些反思应
该跳出性别
的狭隘范畴，
保持一份人
性的善意和
温情。两名
年轻女子的
溺亡首先是
一起悲剧，
而
不是某些人
拿来“秀”优
越感的道具。

13 日凌晨 3 时许，江苏无锡，一辆宝马轿车冲入
河内，车上有两名女子被困。据了解，两女子当晚与
朋友聚会结束，驾车离开，不慎冲入河内。相关部门
立即赶赴现场救援，但车内两女子因落水时间较长，
已无生命体征。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
中。
（封面新闻 11 月 15 日）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每每发生这样
的悲剧，都会让我想起这句话。据警方通报，溺亡的两
名女子均只有 20 岁左右，正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年纪。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一切都戛然而止，多么令人惋
惜。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珍贵而又脆弱，行车
安全，
经不起一丝一毫的怠慢。
放在众多车祸事故中，这原本只是非常普通的一
起，但在社交媒体上却炸开了锅，大家对此事的讨论极
为热烈。对于两名年轻女子的溺亡，当然不乏网友表
示同情和惋惜，但也大量的网友发表了带有嘲讽甚至
攻击性的言论。比如说两名女子“活该”
“ 富二代玩得
太嗨了”……言语中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味道，说得更难
听点，
就像是大型鞭尸现场。
这未免太过冷血。毕竟死者为大，
如果一个人没有
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
我们是不是可以保持一点敬畏之心，
更加宽容一
点？事实上，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网友只有凭想象自
行脑补了很多细节而已，
等一等真相再发言也不迟。退
一步说，
就算是富二代、
醉酒驾车，
似乎也罪不至死。
“键盘侠”的一大特质就是“无脑喷”，很多时候他
们并不是想讲道理，而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所以我
也没打算说服他们，事实上也说服不了。真正需要警
惕的，是拿别人的不幸来“秀”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评
论区里，讨论热度最高的一条评论是：死了就死了呗，

没啥好可惜的。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玩起来就没个系
数，没结婚的不为爸妈考虑吗，结了婚的不怕丈夫孩子
担心？所以这种女的死了真没啥，奉劝女性朋友，玩起
来要有个度，
差不多就行了。
这段话中，
最刺眼的无疑是
“女人”
这个词。他把一
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强行拉升到性别对立的高度，充满
了深深的歧视。有事说事，扯什么性别？刻意强调“女
人”
的身份定位，
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女性的
“污名化”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段话中还隐含着某种极其虚
伪的道德说教意味。
“没有结婚的不为爸妈考虑吗，
结了
婚的不怕丈夫孩子担心？
”
听上去好像挺有道理，
但他说
这句话最终推导出的结论是
“所以这种女的死了真的没
啥”，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无论男人、女人，做人做
事都得考虑家庭和亲人，什么时候这成了女人的专利，
做不到就
“该死”
？什么时候，
在我们的价值排序中，
“玩
起来要有个度”这种生活方式的评判，被置于生命之
上？不得不说，
这很像是现代版的
“三从四德”
。
这种逻辑的可怕之处是，对女性设置了过高的道
德标准，而且这种道德标准往往是假想出来的。因为
你是女人，所以你得顾家，不能在外面玩得太嗨，凌晨
两三点钟还在外面聚会成何体统……有一说一，我不
赞成也不鼓励这种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外
人有什么理由干涉别人的自由？20 多岁的年轻人，大
概都挥霍过青春、放纵过自己，这最多只是一种不良习
惯，
而不是一种罪过。
这起事故当然有很多值得反思和讨论的地方，比
如年轻人的娱乐生活要有节制，比如驾车落水之后如
何逃生……但这些反思应该跳出性别的狭隘范畴，保
持一份人性的善意和温情。两名年轻女子的溺亡首先
是一起悲剧，
而不是某些人拿来“秀”
优越感的道具。

新闻漫评

杜绝“奇葩证明”
当你与一些部门打交道，不用为开
“奇葩证明”而头疼；当你要办一些事情，
第一反应不是去哪个窗口，而是寻找网
站、
App、
应用程序……桩桩小事中，
你是
否感受到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小变化”？
而这一切，
就源自法治政府建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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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放管服”改革继续升级提速，
“只进一扇门”
“ 一个窗口通办”还不够，
未 来 要 做 到“ 只 上 一 张 网 ”
“能办所有
事”
。
——网友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城区禁止遛狗”：需警惕过犹不及
陈广江
治理狗
患首先要正
视部分市民
的养狗需求，
通过制度促
使其文明养
狗，
并努力营
造文明、健康
的宠物文化。

11 月 13 日，昭通威信县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关于威信县
文明养犬、禁止遛狗的通告》。通告称，县城城区内禁
止遛狗，一旦发现，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处 50 元以
上 200 元以下罚款；
第三次联系公安机关予以捕杀。
城市狗患的严重性及其治理的迫切性早已无需赘
言，相关部门出重拳、下猛药无可厚非，但要警惕“越严
越好”的治理逻辑。不顾实际，无视规律，一味在“严”
字上做文章，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威信县这份“禁止遛
狗”
通告就有过犹不及之嫌。
“城区禁止遛狗，违反三次捕杀！”消息一出，引发
广泛关注。赞成者认为此举可全国推广，反对者质疑
决策“拍脑袋”。且不说该规定是好是坏，首先一个问
题是：
“ 城区禁止遛狗”的规定该如何落实？难道相关
部门不分白天黑夜上街监管吗？能管得过来吗？
出台一项规定或政策，首先要考虑其可执行性，说
一千道一万，管用才是硬道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
方在治理城市狗患上陷入了“越严越好”的怪圈，甚至
严到了脱离实际、不具备可执行性的程度，最终沦为纸
上谈兵。
无独有偶，2018 年 10 月底，文山市发布《关于加强
文山市区犬类管理的通告》，这份通告不乏亮点，但其

中“早上 7 点至晚上 22 点禁止遛犬”的规定引发热议，
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遛狗规定”。一刀切地禁止白天
遛狗，
同样被舆论质疑不具备可执行性。
治理狗患没有最严，只有更严。威信县“城区禁止
遛狗”的规定已经严到没法再严的地步了。真要执行
该规定，只能出现两个结果：要么形同空文，要么激化
矛盾，总之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近年来，各种地方版本
的
“最严养狗令”
层出不穷，
但治理效果并不让人乐观。
天下苦狗患久矣，治理狗患迫在眉睫。随着大众
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管理者面临的压力可想而
知。但要看到，治理城市狗患也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
程，一方面需要出重拳、下猛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另
一方面还要着眼于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在遵循
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若急于
求成、
期待毕其功于一役，
往往欲速则不达。
治理狗患首先要正视部分市民的养狗需求，通过
制度促使其文明养狗，并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的宠物文
化。如果养狗者能做到文明养狗，不影响他人和社会，
相关部门再一刀切禁止遛狗并且违反三次即捕杀，不
仅有失公平，还有侵权之嫌。文明养犬并不等于禁止
遛狗，
威信县这份通告的名称都经不起推敲。
（相关新闻见 A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