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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起诉特朗普政府
“关停”
不是必选项

媒体观点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 熊志
据报道，8 月 24 日，上海某家具
公司要求一名员工在产假期间每天
手写心得，
并有相应处罚措施，
此事
引发关注。下午，
该公司声明称，
将
做出反思及妥善处理。上海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该公司要求
不合理，若当事人工资因上述原因
被无故克扣，
当事人可维权。
这份手写心得的要求有多严
厉呢？按照公司说法，要“每小时
600 字”，有一个错别字罚款 50 元，
一句重复的句子罚款 100 元，晚交
或者漏交罚 500 元。如此苛刻的要
求，放在一个还在哺乳期的员工身
上，
摆明了就是故意刁难。
对于为何作此要求，该公司提
到，因为疫情家具行业很困难，所
以希望该员工的工作符合工资要
求。这话的潜台词，无非就是员工
产假期间没有为公司创造价值。
但休产假是员工的法定权利，
即便公司遇到了经营困难，也不能
无视员工合法权益。给员工设定
明显超出常识和情理的规定，刻意
刁难，无故克扣工资，已经明确违
反了相关法律。
事实上，
为了保障女性职工的利
益，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以及《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
都有明文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
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资、
予以
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
公司在给员工的
邮件中提到，
“公司还是在发你正常工
资”
。这里要纠正该公司的两个错误。
第一，产假期间员工的工资照
发，跟公司是否人性化无关，而是
必须执行的法定要求；第二，这份
工资一般也不是公司发的。按照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
经参加生育保险的，
“ 按照用人单
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
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没有参加
生育保险的，
才由用人单位支付。
该公司又是疫情困难、
工资却照
发，
又是
“考虑到哺乳期视力不好”
，
安
排手写，
试图展现出颇为人性化的一
面，
但这些说辞无非是偷换概念，
为
侵犯员工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打掩
护。目前，
该公司已表示反思处理，
但后续会不会采取其他刁难手段呢？
这种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因
为一直以来，
在劳动力市场上，
女性
职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得不到完整
的保障。尽管法律有明文规定，孕
期不得辞退，但一些企业为了节省
成本，
还是会采取各种手段，
比如调
岗、
降薪等，
逼员工主动离职。像此
前就有媒体报道，成都一位孕妇在
怀孕 7 个多月的时候，
突然被公司调
岗到 37 公里外的地方上班。
另外，
在招聘环节，
对那些已婚
未孕的女职工，
有的单位也是存在或
明或暗的歧视，
甚至会要求员工承诺
多少年内不能怀孕，
等等。类似的做
法，
加剧了女性职工的弱势处境。
不管怎么说，这种五花八门的
刁难和歧视手段，都侵犯了劳动者
的合法权利。对员工来说，遭遇不
公正的对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坚
决维权；
而站在职能部门的角度看，
一旦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也应
该严格执法，
提升其侵权的代价。
据光明日报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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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相比关
停，
在商业规
则下展开博
弈，
才是最有
力的反击。
不求一招致
胜，
不赌一时
之气，
不逞一
时之强，
而是
通过绵绵不
断地发力，
综
合利用所有
有利条件，
消解对手的
力量和意志，
赢得最后的
胜利。

美国当地时间 8 月 24 日，
TikTok 正式在美国对特朗
普政府提起诉讼，主张废除特朗普 8 月 6 日发布的行政
令，并禁止商务部实施该行政令。与此同时，有媒体报
道，
TikTok 也在做
“最坏打算”
，
正积极准备
“关停预案”
。
TikTok 关停在美业务，意味着与美国市场做完全
切割。这种态度固然强硬，但除了迎合部分网友的情绪
之外，并无实质意义，相反，长远看得不偿失，当慎之又
慎。更何况，
特朗普可能是最不怕打脸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 TikTok 连下
两道禁令，以特殊手段“插足”商业领域，此举并不多见，
也与美国政府过往做法相悖。而从两道禁令的具体内
容看，似有对 TikTok 赶尽杀绝之意。字节跳动起诉特
朗普政府，意在将冲突拉回法律层面，以现代文明的规
则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扩大打击面，更不是要牺牲自我
利益来报复对手。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市场是两回事，这一点必须首先
厘清。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进行强势打压，
本质上是一
种强盗逻辑，
暴露其霸道而又任性的一面，
但这决不意味
着字节跳动因此要放弃美国市场。字节跳动曾多次表示，
自己希望做一家全球化公司，
特朗普政府所谓的
“影响国
家安全”至今也无实锤，TikTok 当然没有退出之理。再
者，
TikTok 关停在美业务，
也会直接伤害到美国员工和美
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这不符合市场伦理和商业法则。
TikTok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的普遍认可，
这
是讨论问题的基本面。过去一年，
TikTok在全球范围内获

新闻漫评

得了巨大的成功，
下载量超过 20 亿。2020 年 6 月，
TikTok
是全世界被下载最多的非游戏类App。在美国，
TikTok的
用户多达1亿，
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且仍然具有
成长性和潜力。特朗普政府焦虑心态所外化出的凌乱打
法，
也正源出于此，
字节跳动不能、
也不应该被带乱节奏。
越是在混乱局面中，越要保持清醒思维和精准研
判。起诉特朗普政府，固然因为客场作战而凶多吉少，
但它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等博弈、
据理力争，树立守
法、
严谨、
讲规则的形象，赢得更广泛的认可和尊重。毕
竟除了美国，
TikTok 还有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
这是明面上的博弈。除此之外，还有一场隐秘的博
弈，即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与特朗普政府展开周旋，
稳守来之不易的美国市场。特朗普不讲理的打法看似
强悍凶猛，但字节跳动并非没有胜算。TikTok 在美国
扩张速度极快，用户忠诚度高、
依赖性强，一个亿级市场
很难做到说退出就退出，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策也未
必能代表百分之百的美国民意。
相比关停，在商业规则下展开博弈，才是最有力的
反击。如果说关停在美业务是美式自由搏击，只图一时
痛快的话，那么固守城池，保住 TikTok 在美国的市场，
就是中国式太极，不求一招致胜，不赌一时之气，不逞一
时之强，而是通过绵绵不断地发力，综合利用所有有利
条件，
消解对手的力量和意志，
赢得最后的胜利。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持久战。这也是一家致力于全
球化的中国企业应该具备的底气和视野。

携手摧毁

云南省腾冲市公安局 25 日通报，经过连续两个月
奋战，
辗转昆明、瑞丽等地，
腾冲市和贵州省正安县两地
警方近日携手成功摧毁一个特大跨境贩毒团伙，
先后缴
获毒品海洛因 68.6 千克，
抓获犯罪嫌疑人 32 名。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月 25 日新华社）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点评：随着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和侦查技术的不
断提高，近年越来越多的各类案件告破，包括多起特大
毒品犯罪案。无论犯罪分子多么狡黠，无论他们隐藏
得多么深，
都难逃各地公安机关密织的法网。
—— 高扬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为了“好玩”让孩子“吃播”
这样的父母可恨又可怜

首席评论员
张京徽
我想对
那些虐待孩
子的父母们
说，
看起来受
伤害的是你
们的孩子，
但
是这却折射
出你们在能
力上的孱弱，
在精神上的
变态，
最终受
伤的只会是
你们自己。
你们既可恨，
又可怜。

8 月 24 日，被喂到 70 斤的 3 岁女孩“佩琪”因其父母
为其拍摄的吃播视频而上了热搜，女孩与年纪极不匹配
的超额体重引发舆论关注，网友纷纷质疑其父母把她当
“吃播”赚钱，并指出或涉嫌虐待。其父母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吃播”赚钱不属实，
“ 拍视频纯粹是为了好
玩”。8 月 25 日，开屏新闻记者联系到广州市妇联，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已介入调查。
据媒体报道，只赚了几百元，却赔上了孩子一生的
健康——我很想问问佩琪的父母：值吗？其父母说拍视
频纯粹是为了好玩，那就更要问问他们了：有多好玩？
你们打算玩多久？你们知道因为你们的好玩让孩子录
吃播越来越胖会容易导致癌症、
代谢系统疾病、
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甚至是智力下降吗？
科学研究证明，大多数成年人的肥胖，只是现有的
脂肪细胞变大了；而在小时候，不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
惯会导致脂肪细胞的数量增加。研究显示，在超重和肥
胖的幼儿中，与瘦的对照组相比，其脂肪细胞数量会增
加 164%。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佩琪是否能得到救
助，都有很大的概率她将会和肥胖以及带来的各种并发
症伴随一生，
其生活质量也将因此而大打折扣。
这世上，做很多事都需要考试：当学生要考试，当公
务员要考试，就连去 B 站发个弹幕都需要考试。可是，
做父母却不需要考试。这也就导致我们见到了很多不
配做父母的人：
陕西一父亲抱摔 2 岁半亲生孩子致死，亲妈在一旁
全程录拍；

杭州的童模妞妞四天时间拍摄了 400 多件衣服，累
坏的孩子稍有反抗，
妈妈一脚踹了过去；
……
在这些父母的手里，
孩子沦为赚钱的工具，
沦为消遣
的玩具，
连动物都有的护犊之情，
在他们那里却难觅踪影。
孩子是非常弱势的群体，所以才会有《未成年人保
护法》，
保护儿童，
是人类的本能，
是全社会的共识。
四川泸县的一名父亲试图用双手去接住从 25 楼跳
下的女儿时身亡；
丽江被抱走的 3 岁男童惊动全网之后 45 小时就被
警方解救。
所以我们才会在儿童被虐待的新闻面前愤怒，才会
有全社会对于虐待孩子的谴责。
但所有的愤怒，都没有在这些不配做父母的人面前
强烈。家是孩子的避风港，父母的关爱是孩子被保护的
底线，一旦这个底线被击穿，童年就只能留下恐怖的记
忆，
一生都很难走出阴影。
对于那些利用孩子赚钱的父母，孩子迟早会离开你
们，
既然你们自己没法赚钱，
那你们会一生贫穷。
对于那些把孩子当玩具的父母，其实你们才是没长
大的孩子，是巨婴，你们的孩子会走出伤痛会长大，而你
们会永远幼稚。
我想对那些虐待孩子的父母们说，看起来受伤害的
是你们的孩子，但是这却折射出你们在能力上的孱弱，
在精神上的变态，最终受伤的只会是你们自己。你们既
可恨，
又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