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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望
“知多点”
多一点
贵报 7 月 12 日“社会版”
刊发的《
“洛丽塔娘”
帮残疾人
定做专用鞋》一文中，
在文章的
末尾放置了一个标有
“知多点”
的注释，
解释了什么是
“洛丽塔
娘”
。将名词解释单独列出来
的形式我很喜欢，
这样更详细、
清楚。希望
“知多点”
多一点。
（广东广州 肖学林 63 岁）
编辑刘祺力回复：
感谢您
的肯定。对一些新潮冷门的
名词，我们一般都会进行解
释。如果读者朋友在阅读过
程中，
遇到一些不了解但没有
被解释的内容，
欢迎大家告知
我们，
我们会进行详细解答。

近日，甘肃省兰州市西固
区临洮街街道启用智慧养老
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暖心服
务。其中，临洮街街道联合兰
州城市供水集团为辖区内老
年人安装智能水表，12 小时内
智能水表读数低于 0.01 立方
米，就会立即启动预警报警系
统，社区网格员将第一时间上
门探视、核实情况。该服务一
经推出，便得到老年人和社区
基层工作人员的认可。
其实，
智能水表 12 小时读
数低于 0.01 立方米即上门探

视并非兰州市独有，上海市在
2020 年便推行了这一措施，并
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智能水表
在两地的顺利推行，再一次证
明了智慧养老的可行性以及可
推广性。然而，
我们也要看到，
在智慧养老的推进过程中，还
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相
当一部分智慧养老产品看上去
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实则脱离
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超出了
老年人的操作能力，反而在使
用过程中为老年人带来了不
便。还有相当一部分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存在“重线上、轻线
下”
等问题。反观智能水表，
虽
然 科 技 含 量 不 高 ，却 广 受 欢
迎。这一方面在于它的用心和
体贴，另一方面在于它打通了
线上与线下的连接。
养老的本质是服务，如果
飘得太高，就会陷入不接地气
的尴尬境地。在现有的技术条
件下，智慧养老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往往还是需要通过工作
人员去连通。其实，智慧养老
是一种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技术与传统养老融合形成的一

街谈巷议

治病救人分内事，
无良医生索红包。
医者仁心忘脑后，
家属无奈把钱掏。
谁料五千还嫌少，
欲壑难填底线抛。
莫让白衣尘埃染，
风清气正见情操。
文/方知 图/王少华

地铁内跷二郎腿不是私事
有市民反映在北京乘坐
地铁时常遇到在车厢里跷二
郎腿的现象，
既挤占其他乘客
的乘车空间，
鞋底的污渍还容
易碰到其他乘客。
在车厢内跷二郎腿固然
会让自己更舒适，但这种舒
适不能建立在其他乘客的不
便之上。这看似只是关乎个
人偏好的私事，实际上却关
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文明。
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既需要规则约束，也离不开
自 律 自 觉 ，更 应 该 相 互 成
全。你跷二郎腿，他把手机
音量调到最大，假如人人都
以自我为中心，必然会导致
公共空间陷入“破窗效应”，
最终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只有懂得换位思考、善于体
谅他人、愿意互相成全，公共
空间才会更有秩序、更有品
质、更有温度。
（湖北武汉 杨
朝清 44 岁）

种养老新模式。故而，智慧养
老不能仅仅追求智能化和网络
化，其真正落地离不开对老年
人需求的了解以及与传统养老
模式的融合。这种融合的程度
越高，
智慧养老就越有生命力。
智慧养老服务由云端落
到地面，离不开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的支持。这不仅需要硬
件设施到位，而且需要服务有
效 提 升 ，以 及 人 员 的 优 化 配
置。总而言之，智慧养老要真
正以老年人为本，既要有技术
精度，
更要有人文温度。

山西一医生向患者要红包，
五千元还嫌少
7 月 17 日，一段关于山西省肿瘤医院一医生向患者索要
红包的视频引起关注。视频中，患者送了 5000 元，医生还嫌
少。山西省肿瘤医院 7 月 18 日发布通报称，对该医生给予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行政记过处分、
停止执业六个月等处罚。

仗义执言

电商平台岂能
“雪藏”
差评
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和线上消
网络平台或者商家有义务为消费
费时，除了商家提供的描述和展示图 者建立健全相应的信用评级制度。评
片，参考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其他 价机制是由好评和差评共同构成的，
两
消费者的评价，
尤其是差评。然而，
近 者缺一不可。实际上，
一些电商平台通
日有媒体在调查采访中发现，部分购 过差评沉底、
不公开显示等不正当的干
物平台不再设置
“好评”
“中评”
“差评” 预手段，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
的直观分类，而是以关键词的形式呈 权。对潜在的消费者来讲，
在信息不对
现评价。
称的前提下，
也有可能
“踩雷”
。
设置顾客评价机制的初衷，是将
当务之急是，国家层面要完善相
评价的主导权交给消费者，通过对商 关法律与监管手段，尽快建立起消费
品质量的反馈，为其他消费者提供借 者评价保护机制，用法律来保护用户
鉴，进而激励商家通过提高自己的产 的合法评价权益。商家应正确看待消
品质量与服务水准赢得更好的口碑。 费者的差评，而不能恣意践踏国家法
商品评价区不再直观显示“好评”
“ 差 律，
公然侵害用户权利。当然，
信用评
评”等分类，而是显示“显瘦”
“ 正品” 价制度也要保护商家、平台的合法利
“不好吃”等关键词，其中负面描述的 益，
特别是对恶意评价如何规制，
更要
关键词占比很少。这种
“雪藏”
中差评 制定出相应的监管与惩治标准，以此
的做法，
无疑将相关负面评价信息，
故 来完善电子商务整套信用评价制度体
意变成“隐藏模式”，不能被其他潜在 系，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地发展。
的消费者知晓了解。
（河北威县 吴睿鸫 47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