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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丑陋的
“精日”
言行理当立法严惩
4 月 2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次会议对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进行二审。
草案二审稿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个别人
身着二战时期日本军服拍照并通过网络传
播 ，宣 扬 、美 化 侵 略 战 争 的 行 为 作 出 了 规
定--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草案所界定的现象，在网络上有一
个专门的对应名词叫做“精日”，也就是所谓
“精神日本人”。这些“精日”分子，和一般民
众中喜欢去日本旅游、喜欢某种日本产品或
喜欢日本文化的人有着本质区别。后者的
行为属于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范
畴，而“精日”分子在思想上极端崇拜日本军
国主义，在行为上表现为迷恋二战日本军
服、在日本侵略遗址拍照挑衅以及在网络上

美化日本侵略行径。
近年来，已经有多起“精日”分子的丑陋
言行被媒体曝光。2017 年 8 月，4 名“精日”分
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在著名抗日遗址上海
四行仓库拍照留影并上传至网络进行传播，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处罚。2018 年 2 月，两
名男子穿着日本军服，在南京紫金山抗日守
军碉堡前摆造型拍照，被警方行政拘留 15
天。2018 年 2 月，一男子因在微信群中侮辱
南 京 大 屠 杀 遇 难 同 胞 ，被 警 方 行 政 拘 留 5
天。3 月，该男子又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拍摄发泄视频，被警方行
政拘留 8 天。
这些“精日”分子的言行，在正常人看来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日本军国主义

所发动的侵华战争，让 900 万中国平民死于
战火，让 9500 万人沦为难民，给我们这个民
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和深切的耻辱。日本侵
略者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中
国人民经过 14 年血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
的伟大胜利。所以，说到那段历史，我们为
民族所受的屈辱感到痛心，也为民族解放取
得的胜利而欣慰。一小撮“精日”分子却完
全忘掉了自己是谁，身为中国人却公然给侵
略者招魂张目，其言其行岂是一个“丑”字可
以道尽？
2018 年 3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
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怒斥部分“精日”分子
是“中国人的败类”。对于这些“败类”的丑
陋言行，民众分得清黑白是非，可以说“精

公众表达

街谈巷议

小指挥家的成长启示

日”言行见光之处，无不遭到主流民意的同
声指责。但是，在这些亵渎民族尊严、伤害
公众情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精日”言行
面前，仅仅骂一句“脑残”是不够的。作为公
民言行准则的法律，必须对“精日”言行给出
明确的态度。
那些在军国主义阴魂面前跪下的膝盖，
在法律阳光的照射之上，应该增加一些钙质
了，否则罔顾民族认同、罔顾人类共同价值
认同的后果只能是严惩。英雄烈士保护法
草案二审稿增加条款，限制“精日”言行，回
应了民众的关注，对于那些毫无是非观念、
毫无民族气节的“精日”分子无异于当头棒
喝，对于更多普通民众也是一次关于民族自
尊的引导和教育。
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社会视点

扶梯取消
“左行右立”
平衡文明与安全 “最实诚招聘”
是招聘常识的还原
4 月 21 日，广州地铁官方微信发声：乘坐
扶梯不提倡“左行右立”，因为这样会导致电
梯右侧磨损严重导致倾斜，且行人在扶梯上
走动比较危险。对此不少人表示：长期遵守
的“高素质”行为，难道一直是错的？
（4 月 25
日《大河报》
）
在商场、超市、地铁等等公共场所，在乘
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奉行“左行右立”的原则，
素来被视为讲文明、有素质的体现。但是近
年来，这一曾经得到全社会公认的“文明守
则”开始面临不小的质疑，有些地方更是公
开发出声明，不再倡导公众在乘坐自动扶梯
的时候“左行右立”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原来，不管是
自动扶梯的管理方、维护方，还是相关的业
内人士，都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左
行右立”的规则之下，经过长期使用的自动
扶梯，会导致电梯右侧磨损严重，既影响电
梯的使用寿命，同时还会导致电梯的倾斜，
造成运行故障和安全隐患。与此同时，
“左
行”的原则，看似满足了行人通行效率的问
题，但实际上存在安全隐患。
此外，由于自动扶梯的梯级高度与普通
楼梯的台阶高度不一样，习惯了普通楼梯的

晨报经济

行人如果换到自动扶梯上走动，就很容易造
25 日，一篇题为《招贤纳士｜兴义民族
成踏空或被绊倒的后果，同时行走过程中也
师范学院招聘语言学博士》的文章刷了屏，
容易挤碰到扶梯上其他乘客导致意外发
确切地说，这是一则招聘启事。这则招聘
生。所以说，
“ 右立”会对自动扶梯带来损
的“网红”特质在于不按套路出牌，开篇就
害，导致其容易发生故障和缩短电梯的使用
坦白“学校很一般很一般”、
“ 交通情况暂不
寿命，而“左行”则会对上面的行人带来安全 ‘高速’”、
“ 人才引进政策待遇一般”……并
风险。由此可见，我们以前对“左行右立”的
直言如果不能接受以上条件，可以忽略下
认识上，确实存在不足或者说错误，那么现
面 的 具 体 招 聘 内 容 ，相 当 耿 直 。
（4 月 25 日
在给予及时的纠正，
也是应有之义。
观察者网）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的存在，所以最
看惯了各种高大上的事业单位招聘启事
近几年来，不仅仅是国内一些城市，一些发
之后，这样一篇语言实在、自嘲自讽的招聘启
达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取消原来设立在自动
事，
简直就是招聘领域的一股清流。
扶梯旁的“左行右立”提示牌和标语，改为
网络社会是幽默感十足又需要讲究坦诚
“自动扶梯，不要跑动”等新的提示语。人类
的社会，同时，当下社会之中人才自由流动的
社会的文明规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改
频率也是越来越高，辞职和跳槽是非常常见
进的过程，尤其是当文明与安全发生冲突的
的工作变动。而且，人才的流动，早已经滋生
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两者进行合理平衡，同
出了一个非常发达且势头很猛的现代中介服
时也不能为了所谓的效率，就以牺牲自己和
务业——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猎聘服务。此语
他人的安全为代价。
境之中，许多单位在招聘的过程中，却仍然以
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国内城市纷纷取
高傲的姿态自居。
消“左行右立”提示标语之后，国内其他城市
“尚贤”是民族传统；
“ 招贤纳士”的单位
也应尽快跟进，在公众当中倡导新的文明规
最应该谦卑。可我们身边却满满地都是招聘
则，做好文明与安全之间的平衡问题。
单位的高傲自大。一是无论自己的单位是大
苑广阔（广西 职员） 是小，地处什么位置，以及行业内的排名是什

么样，都可以把自己宣传得高大上；二是招聘
启事毫无诚意，要求既高又多，至于具体待遇
却闪烁其词；三是满纸的上级口号与严谨要
求，俨然就是学校红头文件的复制+粘贴，即
便是在新媒体如微信公众号里传播的东西，
也不讲究任何的网络创新。
不可否认，同样是招博士，地处西部的
院校往往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兴义民族师
范学院无论是自嘲，还是谦卑，都只是实事
求是，背后也有一些无奈，但是，恰恰这样
的实事求是，让我们看到了招聘启事中应
有的真诚和耿直。因此，无论兴义民族师
范学院能不能招到如意的博士生，这篇招
聘“ 雄 文 ”的 发 布 ，本 身 就 极 具 标 本 意 义
——招聘，从来都不应该华而不实，就应该
这样实实在在。
“最实诚招聘”是招聘常识的还原。也只
有最实诚的招聘，才能招来最实诚的职工。
说得天花乱坠，到了之后又是满眼的失望，必
然会导致职工的不停跳槽；只有实实在在地
对待职工，职工才能用同样的态度回报单
位。这样的道理不仅仅适用高校的招聘，尤
其是企业的招聘，也应该有这样的实诚。
王传涛（山东 职员）

在外行眼里，
指挥就是拿根小棍在乐团前
面挥几下的人，其实，当指挥是体力和脑力的
双重战斗，
所以指挥大多是男性。中央音乐学
院指挥系每年招 5-8 人，女生更少。今年，长
沙市十一中的唐雨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指
挥系，
也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近十年来第
一位湖南籍学生。
（详见今日 A06版）
当一个女生以优异的成绩，踏入中央音
乐学院指挥系，引来我们的侧目关注，这并非
是在渲染性别歧视。从男女的生理特点以及
指挥的技能特点，男女存在能力上的差异，是
非常正常的存在。
恰缘于此，一个女生在指挥家路上，能拥
有这样的成绩，背后的不容易是可以想见
的。可以料想的是，更像是“别人家的孩子”
的唐雨慈，将在未来的指挥路上，踏出美好的
前途。
应该说，对唐雨慈的关注，并非要鼓励其
他的女生去复制她的成才之路，而是要从她
的成长中，去得到一些有用的启示。毕竟来
说成才的选择很多，但其中的路径，大多是相
似的。
从唐雨慈的成才故事，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兴趣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这个一听
到音乐就兴奋的女生，是在骨子里喜欢音乐
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喜欢，才能让她每天坚
持弹够三个小时，在周末和假期甚至更多。
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葆有兴趣，
才有坚持的动力。兴趣并非总是天赋的，兴
趣的形成，更多时候是需要后天的培养。我
们可以看到，在唐雨慈背后，有一个“伟大的
妈妈”，她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结合自己的
特长，陪着自己的女儿慢慢培养音乐兴趣。
陪伴的意义，
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弹钢琴到走向指挥，唐雨慈的重大改
变，是缘于遇到一个特别的老师，这个老师能
敏锐地发现她的指挥“天赋”。无数的成功故
事说明，遇到一个好老师，对一个人的成才，
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古时有“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的说法，在现代社会，社会沟
通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小，遇到伯乐的机遇将
越来越大，把握机遇，抓住学习的机会，也将
成为一个人成才的路径选择。
兴趣、伯乐、环境，这些都是唐雨慈在指
挥路上越走越顺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
是在于她的勤奋训练和坚持梦想。事实上，
如果每个人都能如她这般勤奋和坚持，无论
在哪个方面，
都会在成才路上有所斩获。
本报评论员 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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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省下1600万份一次性餐具

洋湖一地块住宅限价逼近万元

本报长沙讯 饿了么平台日前公布统计
数据，其“蓝色星球”环保计划已累计节约 1600
万份一次性餐具，当中尤以北京的环保战果最
为突出，其“无需餐具”订单比例在全国排名第
一，高出全国平均值 64%。
2017 年 9 月 6 日，饿了么发布“蓝色星球”
计划，努力推动外卖行业的环保治理。随后，
平台在 APP 中上线“无需餐具”备注功能，积极
鼓励用户少用一次性餐具。
这得到了全国消费者的积极响应。据统
计，截至 2018 年 3 月底，仅半年饿了么全平台
就产生了 1600 万份备注“无需餐具“订单。其
中 ，单 是 北 京 就 贡 献 了 10% 订 单 ，相 当 于 使
8800 棵大树免遭砍伐。
在北京市食药监局的指导下，饿了么还对
一次性餐盒的环保和食品安全指标进行专项
抽检监测，共采集 30 家一次性餐盒生产企业、
52 家在线商户、58 批次一次性餐盒，按国家标
准中的规定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24 家企
业的产品被饿了么优选进入首批安全餐具“安
心名录”。
记者丁蓉

洋湖片区和芙蓉区两宗限价地，
住宅分别限价9998元/㎡、
9900元/㎡

本报记者刘李 实习生兰叶青 长沙报道
4 月 25 日，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显示，长沙再添两宗限价地，分别
为位于芙蓉区的[2018]长沙市 029 号地块
和位于岳麓区洋湖片区的[2018]长沙市
030 号地块，这也是长沙土拍开启”限价
模式”后，洋湖片区和芙蓉区的首宗限价
地块。
值得关注的是，洋湖这宗限价地出
让限制条件较为严苛，包括引进影视文
化产业类集团公司全国总部、投资打造
一台投资额不低于 15000 万元的实景剧
等等，整体拿地难度也有所提高。洋湖
030 号地块并未限制土地最高价格，限定
住宅最高销售价格（不含精装修价格）为
9998 元/㎡，为目前长沙所有限价地块中
限定住房销售价格最高的一宗。

洋湖今年首宗商住用地要求严苛
25 日上午，洋湖片区挂出 2018 年首
宗商住用地，地块编号[2018]长沙市 030
号，起始价 3.2 亿元，宗地未限制土地最
高成交价格，住宅限定销售价格（不含精
装修价格）为 9998 元/㎡。此价格已超过
此前梅溪湖 9971 元/㎡的限价地水平，为
目前长沙所有限价地中限定住房销售价
格最高的一宗。
网挂系统显示，030 地块出让面积
31143.8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9.34 万平
方米。容积率≤3.0，容积率≤35%，商住
比 5:5，建筑限高 100 米。经核算，该宗地
块的起始楼面价为 3475 元/㎡。
记者发现，该宗地出让限制条件严
苛，挂牌要求竞买人须根据洋湖片区整
体规划建设，引进影视文化产业类集团
公司全国总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
明确总部及旗下产业项目自土地摘牌之
日起 3 个月内将注册及纳税地址应迁入
湘江新区洋湖总部经济区，且应自项目
建成后 10 年内保持全国总部性质、地位

不变。
为保障项目品质，竞买人或其关联
方须具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
电视剧制作甲种资质许可证；项目建设
须以文化产业为主体，竞得人须在项目
配置影视展览、拍摄、制作中心等。
交易条件还要求项目建成后 10 年
内，竞得人须自持不少于 5000 平方米的
商业物业。为促进洋湖总部经济区产业
发展，竞买人或其关联方须在洋湖总部
经济区投资打造一台大型实景剧，投资
额不低于 15000 万元，并在地块摘牌后一
个月内与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大型实景剧合作协议。
为确保以上加挂条件落实，竞得人
须在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同时，与长
沙先导洋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量
化指标考核协议》，并接受考核。
《量化指
标考核协议》作为挂牌条件附件一并对
外公示。此外还要求该宗地需按长政办
函〔2017〕177 号文件要求，采用装配式技
术建造。

芙蓉区一商住地住宅限价9900元/㎡
029 号地块位于芙蓉区马王堆街道
火炬村，东临东二环，南临火炬路，西邻
芙蓉区马王堆街道火炬村，北邻芙蓉区
马王堆街道火炬村，规划为商住用地，
出让总面积 32094.95㎡，该宗地限定住
宅最高销售价格(不含精装修价格) 为
9900 元/㎡。
该宗地挂牌出让条件为：土地竞买
人取得最高报价人资格，在签订《成交确
认书》后须与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
办事处火炬村民委员会签订《关于返还
村集体物业的协议》，需返还火炬村物业
面积共计 37000 平方米（其中商业 23%，
住宅 77%，安置人口约 1030 人，人均面积
36 平方米）。其次，返还物业应为独栋建
筑，其对应范围须与开发用地分开并安
置于宗地西侧。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
410004

观察

熔断+摇号
成为限价地出让常态
受到关注的洋湖片区 030 地块，
北临洋湖大道等城市主干道，位于洋
湖湿地公园南大门，周边有雅礼洋湖
实验中学和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等名校，交通方面离在建 3 号线洋湖
湿地站约 2 公里，往南距离长沙三环
线近 800 米，景观和配套优势明显。
目前区域内开发程度较高，周边楼盘
林立，该板块 2017 年普通住宅均价为
9300 元/㎡。
今年以来，
“ 熔断+摇号”已成为
限价地出让的标配。3 月 12 日，长沙
今年推出的首宗限价地提前“熔断”，
位于梅溪湖片区，住房销售限价每平
方米 9971 元。3 月 20 日，28 家竞买房
企到场参与摇号，这宗地块最终由华
润置地以最高限价 8.6 亿元夺得。
4 月 24 日，长沙再现“抢地大战”，
35 家房企争河西一限价地块，成交价
为 6810 万元，限定住房销售价格为每
平方米 8580 元（不含精装修价格），最
终摇号定主。
据市场机构不完全统计，4 月长
沙土地市场总供应土地面积约 90 万
平米，同比下降约 4%，出让起始总价
为 436816 万元，同比下降近 22%。其
中，商住用地出让总面积为 361033.49
平方米，占比 40.5%，出让起始总价为
401454 万元，
占比 92%。
就区域来看，内五区供应量不及
望城区和长沙县，高新区供应数量为
3 宗，开福区 2 宗，岳麓区和雨花区各
有 1 宗。
记者刘李 实习生兰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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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根云杯工业APP大赛启动
本报长沙讯 25 日上午，由长沙市政府、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和长沙智能研究总院联合主办的“根云杯”全
国首届工业 APP 百万大奖赛启动仪式暨树根
互联开业仪式活动，
在三一长沙产业园举行。
三一集团董事梁林河表示，三一集团将携
手树根互联，助力中国工业企业战略转型，提
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工业云平台，共同助力
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树根互联是三一集团孵化的中国成立最
早、连接工业装备最多、服务行业最广泛的工
业互联网赋能平台公司。创始团队融合了深
厚的工业基因和互联网技术，打造了中国工业
互联网赋能平台——根云，致力于给各工业细
分行业进行赋能、创新和转型。 记者陈海钧

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落地
本报长沙讯 25 日，
“工业互联 智造未来
——2108 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湖南站”在长
沙举行。论坛上，省经信委与用友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就“发展工业互联网，大力推进制
造业+互联网发展”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合作
双方将基于湖南省工业产业，推进用友（湖南）
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全省企业，推动大中型骨
干企业网络化协同制造，为省内工业企业提供
上云及信息化服务，共同打造湖南省工业互联
网平台生态体系，及共同建设区域内工业互联
网人才体系等。
记者陈海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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