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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山东的“霸座男”还没走远，湖南境内又有
“霸座女”“接力”：19日上午， 搭乘永州至深圳
G6078次列车的周某某， 购买的是靠近过道的
车票，却偏偏要霸占靠窗的座位，面对高铁乘
务人员、周边乘客的规劝，始终摆出一副胡搅
蛮缠、油盐不进的面孔。

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桥段，一样的狗血。看
罢这样的新闻，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气不打一处
来———虽然换位而坐不会有多大损失，但你凭
什么霸占他人的座位？

上个月，“霸座男”孙某的丑行闹得沸沸扬
扬，其声誉也因此狼狈不堪，本以为它会让一
些人感到忌惮， 让胆大妄为者多少收敛一点。
谁料，周某某偏偏不吃这一套，其丑态甚至比

“霸座男”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可谓“不作不死”。9月20日，衡阳铁路公

安发布警情通报， 认定周某某的行为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文，据此对其处以罚
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同样，铁路部门也依据相
关规定，对周某某施以180天“禁乘”的惩戒。这
名“霸座女”要为她的蛮横付出该有的代价。

然而， 网友既为相关部门及时出手点赞，
但认为这样的处罚太轻，还不足以震慑类似无
赖之人，应当以更有力的手段让那些不守规矩
的人“长点记性”。有人建议，应当赋予相关部
门现场处置的权限， 让那些破坏公共秩序的
人，能够即时得到应有的惩戒；有人进而提议
铁路、公路、民航等部门联手，把这类霸座之徒
列入黑名单，让其寸步难行。当然，这样的建议
是否完全合理、应不应该被职能部门采纳还需

理性评估，但它至少代表着部分民意，传递出
对不守规矩者的同声谴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维系社会正常
秩序的重要手段，是法律的有机补充。“对号入
座”这样的规矩，连幼儿园小孩都懂，可为什么
到了周某某这样的人身上就偏偏“失灵”？说得
轻一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素养低下，说重一
点是“霸”字作祟，是侵占他人正当权益的恣意
妄为。

芸芸众生 ，千奇百怪 。从 “霸座男 ”到 “霸
座女”， 这些人虽有一副有模有样的皮囊，但
内心世界却是这等毫无道理的 “傲娇 ”，视规
矩为无物 ，把蛮横当利器 。对于这样的人 ，再
多的说教无法让其回头， 只有法律才能让其
知道 “撞南墙 ”的后果 ，让这些不守规矩的人
守规矩。

陆仁忠

34岁的宁约瑟是土生土长的青年科
研人员，在他工作的第7个年头，“破天荒”
入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英才特殊支持
计划 ，接下来的5年 ，他每年都可以获得
10万元的岗位补助和60万元的科研经费
支持 。为什么说是 “破天荒 ”？此前 ，这样
的机会几乎与他 “绝缘 ”，原因是他没有
“帽子”。

类似问题并不鲜见。由于以往人才考
核评价体系的制约，不少优秀人才在申请
科研经费、政策补贴、专项计划时，或多或
少都受到过“帽子”的影响。有“帽子”一定
比没“帽子”的水平高、能力强、贡献大吗？
并不尽然。

“帽子” 是个特殊的存在，“千人计
划”“长江学者”“杰青” ……一度被异化
为与工资待遇 、项目评审相挂钩的 “头
衔 ”和 “荣誉 ”。当然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
制度的死板 ， 也无法苛责制度制定者 。
任何制度的制定都要与时代发展相适
应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市场对人才需
求的变化 ，相关的人才考评机制也会与
时俱进。

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
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
确强调坚持凭能力、实绩、贡献评价人才，
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倾向，注重
考察各类人才的专业性、创新性和履责绩
效、创新成果、实际贡献。其中的核心理念
就是要解决以往人才评价标准 “一刀切”
问题，真正打破人才奋进的羁绊“绳索”，
不断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实质上，摒弃以“帽”取人，受惠的远
不止青年人才，也为部分科研团队主力军
争取到了更多机会。以往，受制于“帽子定
调子”，既容易堵塞“无帽”人才创业通道，
也容易造成资源相对集中向“帽子”人才
倾斜，甚至会误导不少人才以“帽子”为追
求，限制创造力的发挥。打破以“帽”取人
的限制，给更多人才创造成长空间和政策
红利， 势必能更好激发人才的奋进动力，
为人才竞争引入活水。

拥有各级各类“帽子”的，和不戴“帽
子”的，只要作出业绩贡献，都是人才；同
等业绩贡献，就要对应同等的支持和待遇
保障。人才怎么引、怎么用、怎么留，各地
各有良方，但不管什么招式，原则毋庸置
疑———应当唯才是举。

斯涵涵

近日，风靡纽约时装周的“老干妈”卫
衣登上其天猫官方旗舰店，除了推出各类
“潮人”套餐，整个网店页面气质更是颠覆
大家的既有印象。

“老干妈”的跨界探索有群众基础。作
为国内外驰名的传统风味食品，“老干妈”
牵系着很多人的味蕾记忆。“老干妈进军
时装界”，无论是新闻标题，还是其新推出
的“定制卫衣”，都颇具冲击力。

长期以来，以“老干妈”为代表的“老
字号”， 是 “品质好”“认可度高”“知名度
高”的代名词，但难以摆脱“保守”的陈旧
印象。“老干妈”贩卖“潮”卫衣，不再墨守
成规，是审时度势、开拓市场的积极行动，
针对消费群体变化而进行的跨界试水。

近年来，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行业竞
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老字号”不断向着
时尚化和年轻化发力：“泸州老窖” 牌香
水、“六神”牌鸡尾酒、“大白兔”牌唇膏……
“老字号”不甘落后，纷纷搭上“潮”字号顺

风车，以期获得新的利润空间。总体来看，
“老字号”跨界创新后的目标群体，既有怀
旧的70后、80后， 也有年轻的90后、00后。
这些举措，有利于赋予“老字号”新内涵，
不过跨界后多元化发展模式业绩普遍不
佳。

在时代洪流中，“老字号”如何在保持
过硬品质的基础上推进融合创新，不断满
足市场新需求？ 对于消费者而言，“老字
号” 对应的往往是一项或更多经典产品，
这些产品构成了其独有竞争力。要适应现
代社会日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产品线就
不能亘古不变，而要具备推陈出新的开发
能力。但是，这种开发能力不是要搞离题
万里的产品多元化，而是要围绕老字号的
基本产品和优势进行开发。从这个角度上
说，“老干妈”变“潮”，要不想成为“昙花一
现”，还是得在优势产品上不断推陈出新。

“老干妈”变“潮”，是创新还是挖坑，
此时下定论尚早。 是老少结合重觅生机，
还是华而不实空博噱头？我们不妨拭目以
待。

“指尖一点、拎包入住”的模式，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来了便
捷体验。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甲醛房”频现，对租客健康造成
危害，也将互联网租房平台推上风口浪尖，人们呼吁对其安全
防护、品质把控、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尽快
加以破解。

“甲醛房”防不胜防，既难以检测，更难以维权。这也提醒人们
思考互联网经济的另一面：互联网上的信息，真实性和完整性可
能存在问题；隔空进行的交易，规范约束、责任边界也相对模糊。

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想要长期打拼在城市，于是选择了长
租公寓，却不想与甲醛房“同呼吸共命运”。平台应从各类风投
带来的暴富神话中冷静下来， 诚信经营、 追求品质、 回归初
心———改善公众生活、增进人类福祉。 图/朱慧卿 文/邓海建

摒弃以“帽”取人
倡导唯才是举

“老干妈”变“潮”背后的国货创新

要让不守规矩的人守规矩

杨玉龙

“国资参与更放心”“上市公司入股”“知名
风投投资” ……不少P2P网贷平台曾大肆宣传
其高大上的“背景”。日前，网贷平台虚假宣传
误导投资的花式包装被揭穿，让人不得不反思
该市场中出现的种种乱象。

互联网金融平台“傍国资”有“套路”：一是
假实力，宣称国资背景、知名上市公司或风投
入股；二是假存管，承诺有银行存管保证资金
安全；三是假担保，编造有知名企业、担保公司
全额担保；四是假承诺，过度宣扬“高收益”；五

是假风控，虚构银行级风控体系。“套路”的背
后，就是非法牟利。

对于网贷平台花式包装，投资者自己要擦
亮眼睛，识别畸高收益背后的圈套，更要保持
平和的投资心态。诚如专家建议，投资者要加
强对金融信息的甄别能力， 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于个人而言，除了加强金融方面的知识学
习，也应谨防一时贪念，不要轻易被高收益承
诺诱惑，掉进不法之人构织的陷阱。

面对有先天“缺陷”的网贷平台市场，整治监
管不能松劲。相关部门近期频繁出台政策，从“严
厉打击P2P平台借款人的恶意废债行为”到“应

对网贷行业风险的十大举措”再到“108条全国统
一合规标准”等，均是为防范化解网贷行业风险。
整治的关键在于纠偏矫正，督促平台回归信息中
介的本源， 建立完备的风险管控和内部管理体
系，严格资金流向，做好信息披露，为出借人提供
全面、真实的决策依据。此外，尤要注意五花八门
的互联网金融广告，网络管理部门应加强审查和
监管力度，根除虚假宣传滋生的土壤。

虚假宣传中涉及到的相关企业亦应依法
维权。对于这些被中伤的企业，一方面有必要
及时发声，以正视听；另一方面应该对不法分
子进行有力回击，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和名声。

期待经历整治和转型之痛，网贷平台市场
不断优化，不规范的会出局，转型成功的会坚
持到最后，以真正造福于民。

警惕网贷平台花式包装

新闻漫画

“甲醛房”频发
平台须回归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