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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拉拉女孩离奇身亡
真相不明依然有反思空间

新闻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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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陶小莫 作

有名无实
“公办民助”
“名校办民校”
“联合办学”……
各类冠以名校招牌的合作办学遍地开花。半月
谈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一些名校合作办学
过程中出现“冠名办校”
“ 挂牌办校”有名无实、
地产商办校成“售楼招牌”等问题，由此带来加
重学生家长经济负担、引发社会纠纷矛盾等问
题，
亟待加强引导规范。
（2 月 23 日半月谈）

我们遗
憾地发现，
类
似一些巨无
霸企业在快
速发展的过
程中往往有
一个通病，
那
就是在资本
市场长袖善
舞，
但在平台
管理和行业
监管方面却
严重“跛足”。

点评：有名无实的“冠名办校”
“ 挂牌办校”
其本质是傍名牌、贴大款，之所以大行其道，除
了相关机构的急功近利，根子还在于学生家长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对“挂羊头卖狗肉”的
“冠名办校”
“ 挂牌办校”不能任其野蛮生长，除
了严加规范外，还应在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持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上下真功夫。
——杨柳一枝

媒体观点
开屏新闻APP

消费儿童网红
“啃小”
就是
“坑小”
直播间吆喝带货、镜头前疯狂进食、无防护冒险走钢
丝……近期，有媒体反映部分家长牺牲孩子身心健康，打
造“儿童网红”牟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人气、
流量即意味着金钱”的当下，给孩子套上“流量
枷锁”、
疯狂打造“儿童网红”的家长大有人在：有的家长利用
孩子编段子，打着童言无忌的幌子，博眼球、赚打赏；有的家
长制作表演脚本，靠哗众取宠求粉丝关注；有的家长毫无底
线，让孩子大尺度跳成人舞……“儿童网红”俨然已成网络时
代的新型消费品。
儿童沦为“工具人”，父母渐成“啃小族”，与市场需求驱
动、家长短视逐利、平台监管不严息息相关。正是在市场需
求大、变现获益快的刺激下，一些家长才把打造“儿童网红”
当成让孩子和自己成功的“捷径”，
挖空心思迎合网民。
殊不知，如此“啃小”就是“坑小”。父母过早地把“走捷
径”的浮躁心态和功利思维灌输给孩子，不仅会影响孩子的
身心健康，更会传递出畸形的人生观，在社会上形成不良的
价值导向。
记者注意到，针对此类问题，有关部门曾要求严格排查
后台“实名”认证制度落实情况，严禁未成年人担任主播。经
过整顿，一些未成年人主播账号在短视频直播平台销声匿
迹，之前上传的违规视频也被下架处理。但是，依旧有成年
人利用平台监管漏洞，带着孩子直播出镜、拍视频，组织“儿
童网红”
客串主播赚取流量。
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必须为他们的生长留下一片
“净土”，
让孩子们的童真免受网红“名利场”
的腐蚀——
一方面，家长要摆正价值观、
育儿观，摒弃功利短视的思
想；另一方面，公众要擦亮眼睛，抵制“啃小”牟利。相关职能
部门和网络平台更应严格落实主播准入条件和年龄限制，加
大对制作、
传播不良网络信息行为的惩处力度。
只有多措并举、多方合力，才能留住孩子们天真无邪的
快乐时光，
让崇高梦想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据新华每日电讯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近日，湖南长沙 23 岁女孩通过货拉拉
搬家，却在跟车途中跳车身亡一事引起社
会高度关注。据了解，车莎莎于 2 月 6 日晚
8 点多在货拉拉平台下单搬家货运服务，
晚 9 点 30 分后司机报警称乘客跳车自杀。
2 月 10 日，车莎莎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事发后，货拉拉成立专项小组，但未能与家
属就善后事宜达成一致。2 月 23 日，当事
司机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
截至目前，调查仍在持续，警方尚未形成定
性结论。
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说，车莎莎的真
正死因仍待进一步调查，任何可能性都存
在，这同时也意味着任何过于绝对的判断
都可能是草率的。由于信息的开放性，也
由于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乃至离奇之处，此
事引发了极高的网络讨论度，许多网友通
过蛛丝马迹，
试图还原真相。
讨论此事，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时间节
点，即车莎莎在跳车前 6 分钟，还曾在工作
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表现看不出任何异
样。那么，
这 6 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自杀。但在网友
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车莎莎年仅 23
岁，在长沙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月薪两万
元，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家属表示，车莎莎
正计划买房。视频显示，在事发当晚，车莎
莎独自一人搬送行李多达十余趟，还不忘
带上宠物笼和宠物狗。常理来说，自杀不
太可能是临时起意，那么一个准备自杀的
人，
何必还要如此麻烦地搬家呢？
二是遇到了外在的危险，准确地说就
是司机有不法行为。这也分两种情况，一
种是危险已经发生，比如司机对女孩造成
了危险。这涉及到整个事件的定性，究竟
是意外还是犯罪，因此必须有足够的证据
支撑，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另一种情况
是危险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女孩已经明显
感受到，导致精神高度紧张，无法对面临的
紧迫形成做出正确判断，于是跳车求生，不

幸身亡。比如司机语言、态度上的挑衅和
威胁，
都可能置女孩于险境之中。
当事司机一度被释放后，又因涉嫌过
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此时下结论依
然过早，但诸多问号确实需要拉直。首当
其冲的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何三次偏离导
航路线？
司机的口供表示，女孩发现导航偏航
后曾三次提醒，遭拒后跳车。而之所以偏
航，是因为他家住在附近，路线更熟。一个
有着两年多搬家经验的老司机以路线更熟
为名偏航，而且是一条更远的路线，可信度
并不高。事后有媒体记者重走该条路线发
现，该区域没有路灯照明，路人行人与车辆
都很少。
6 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很遗憾，
由
于车内没有录音录像设备，
我们只听嫌犯的
一面之辞。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管理
漏洞。我们并非吹毛求疵，
但既然消费者基
于信任，通过货拉拉平台购买其服务，货拉
拉就有保障安全的义务。但事实是，
货拉拉
对顾客人身安全的保障几乎为零。
作为同城货运领域的独角兽，货拉拉
经过数轮融资后估值达百亿美元。但是我
们遗憾地发现，类似一些巨无霸企业在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一个通病，那就是
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但在平台管理和行
业监管方面却严重“跛足”。暴力搬运、坐
地起价、
性骚扰等恶性事件频发，因此被有
关部门多次处罚和约谈，但似乎并没有引
起货拉拉的重视。从车内无录音录像设
备，到司机可以任意更改路线，在被乘客三
次提醒的情况下拒不修正，可以说悲剧早
已埋下了伏笔。
虽然现在事件的真相还不明，但货拉
拉依然有反思的空间。从滴滴顺风车，再
到此次货拉拉跳车女孩，我们不能一次次
用生命去发现安全漏洞。事实上，这对企
业而言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仅取决于愿
不愿、
想不想办而已。相关新闻见 A12 版

面对父亲用钢丝球帮自己擦车
儿子的反应值得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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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
和子女沟通
时，
很喜欢说
的一句话是：
“我们都是为
你好。”虽然
身为子女可
能听这句话
的频率高到
耳朵会起茧，
但必须承认
的是，
面对子
女时，
父母的
初衷都是善
意的。

近日，一段父亲用钢丝球帮儿子擦车
的视频走红网络。车主程先生称，这辆车
是婚礼的头车，贴了很多“喜”字，自己懒得
洗，父亲嫌脏就先后拿帕子、
毛巾和洗衣粉
擦洗，发现擦不掉后，就用上了钢丝球。最
后，整车的车漆都被损坏，维修费用约 2 万
元。在视频的最后，程先生表示也不打算
去修了，不但没有责怪父亲还略带骄傲地
说
“多好的父爱啊”。
对于程先生不修车的打算，相信大多
数人都是赞同的。漆只是这辆车的面子，
而父爱是车的里子。里子重要还是面子重
要，答案不言而喻。这段父亲拿钢丝球擦
车的视频火了，程先生的这辆车也火了，从
此之后他驾驶着这辆被父爱加持过的“手
洗星空漆车”，到哪都可以享受一下网红的
待遇了。更何况给车重新刷漆要约 2 万
元，
用这些钱给父母买点礼品更好。
由于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差异，父母对
孩子的爱往往不容易被孩子 get 到。电影
《你好，李焕英》里面，贾玲的妈妈给贾玲的
破洞牛仔裤打补丁，其实就是个很典型的
两代人之间的认知差异：贾玲穿着流行的
破洞牛仔裤穿越回 80 年代，在一觉醒来后
被母亲给绣上了小狗的补丁，并由此引出
了贾玲突然想到“可是我妈妈还不会缝
啊”，成为电影从笑到哭的关键转折。这一
方面说明电影对这个细节的抓取非常成

功，另一方面也说明两代人之间的认知差
异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比如程
先生父亲拿钢丝球擦车，比如穿着打扮，比
如相亲的对象，
等等。
程先生的父亲用钢丝球擦车，可能是
他不知道这样会对车漆造成伤害，也可能
是他就觉得这样好看。无论是因为无知还
是审美上的差异，都是出于对儿子的关心，
程先生的反应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给
广大做子女的好好上了一课。父母在和子
女沟通时，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 我们都
是为你好。”虽然身为子女可能听这句话的
频率高到耳朵会起茧，但必须承认的是，面
对子女时，
父母的初衷都是善意的。
在世上所有的爱里，父母的爱，可能是
最纯粹最不求回报的。
当然，钢丝球会对车漆造成伤害，这应
该属于生活常识。比如，婚车上的污渍，如
果是胶带留下的，有专门的除胶清洁剂，如
果是其他的顽固污渍，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解决，一些又便宜又体现现代科技的小玩
意不伤漆，清洁效果也好。20 元就能解决
这个小烦恼。
审美日新月异，科技一日千里，父母们
平时多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库，多了解一
下这个世界的进步和变化，无论是提高自
身的生活质量，还是对于加强和儿女的交
流，
都是很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