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生
意越来越艰难了，不少门店已
经是门可罗雀。韩国一些媒体
据此炒作“中国报复萨德”，认
为中国缺乏大国风度。国内也
有个别“意见领袖”在网上发表
言论，批评中国消费者对乐天的
抵制行动不理智。“生意的归生
意，政治的归政治”，这些言论看
似理性中立，却忘了市场交易最
基本的原则应该是自愿。

乐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业务不断拓展，仅去年一年的
交易额就达到了3 . 2万亿韩元。
乐天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消费者
的认可和支持，双方之间不是
简单的买卖关系，还应该有彼
此尊重的感情交往。但是，乐天
这次不顾中国民众的感受，执
意与韩国军方签署“萨德”系统
部署用地协议，并且扬言即使

在华遭受损失也要支持部署
“萨德”。有句俗话说“散买卖不
散交情”，而乐天先把“交情”给
破坏了，买卖不可能不散。乐天
既然要把自己打扮成“求仁得
仁”的英雄，就该平静地接受这
个略显残酷的现实。

因为不满乐天对“萨德”部
署用地协议的态度，中国民众
自发地抵制乐天，作为消费者，
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利。无论韩
国媒体怎么炒作，买卖是不能
强迫的。有人说，对乐天“以牙
还牙”缺乏大国风度，其实这恰
恰是大国国民应有的风度和作
为。面对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中国民众是有底线的，不会无原
则地做“好好先生”。在此之前，
中国已经明确警告乐天“后果可
能是严重的”，但乐天不为所动，
他们可能以为中国人只会动动

嘴皮子，过段时间就忘掉了。事
实证明，中国民众说到做到，你
敢碰触我们的底线，我们一定
会让你尝到难以承受的苦果。

中韩建交已有25年，其间
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如果
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能够推动两
国关系深入发展，中国民众当然
很愿意看到共赢的局面。而现在
两国关系因为韩国政府在“萨
德”问题上一意孤行，已经走向

“冰点”，中国民众自发地抵制乐
天，进而抵制韩国影视剧或者不
再去韩国旅游，也都是情理之中
的事。我们想以邻为伴，他们想
以邻为壑，在事关国家安全的
原则问题上都谈不拢，再一厢
情愿地推动经济和文化交往，
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无论
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友好从
来都是互动的。中国现在是韩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
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4500亿美
元，如果韩国政府和一些企业想
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逆转
的，在享受“友好交往”红利的同
时破坏双方关系，他们就会尝
到乐天正在吞咽的苦果。

民众与官方互动，舆论配
合外交，共同维护国家安全，这
在很多国家都是常见常用的策
略，中国民众还需要不断积累
经验。为抗议日本政府“购买”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些城
市在抵制日货时曾经出现了打
砸抢行为，而这次对乐天的抵
制在总体上是文明的、理性的，
展示了大国的不怒而威。中国
不断增强的国民凝聚力将是韩
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的现
实，毕竟不是什么都能靠“萨
德”拦截的。

买卖没有强迫的，友好都是互动的

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
国，友好从来都是互动的。中国
现在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达
到4500亿美元，如果韩国政府
和一些企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
都是不可逆转的，在享受“友好
交往”红利的同时破坏双方关
系，他们就会尝到乐天正在吞
咽的苦果。

光靠见义勇为治不好公众的冷漠病

□王昱

在网络时代，有些事一晚
上就火了。比如说前天晚上，
笔者朋友圈里的很多人都在义
愤填膺地传一条“渣男地铁耍
流氓”的视频。视频里一名男子
与两名女孩在北京地铁十号线
发生口角，男子先是以不堪入
耳的秽语辱骂女孩，随后抢夺
了对方的手机，最后还把女孩
踹下了即将开动的地铁。

视频中男子的表现确实
很让人气愤：秽语辱骂女性是
耍流氓，抢夺手机已构成犯
罪，最后那一脚则接近杀人未
遂了。与网民的义愤填膺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视频中围观者
的冷漠——— 整个过程中，座无
虚席的地铁车厢里居然没人
出声制止，连视频录制者也在
男子“行凶”完毕并把目光转

过来时吓得赶紧关了录像。路
人冷漠至此，评论者当然要出
声说点啥。比如，知名评论员
曹林就气愤地表明自己的态
度——— 他要是在场，就会打这
个渣男，哪怕为此受罚也在所
不惜。

这样的表态确实很解气，
但也只是解气而已。仔细分析
一下，你会发现这种主张如果
真的付诸行动，不仅治不好公
众的冷漠病，反而会让它加
深——— 你不在乎“做好人有风
险”，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不在
乎。我们要知道，大多数人在这
种事件中保持沉默，并非因为
没有正义感，而是因为担心见
义勇为风险太高。如果有人因
为见义勇为而打人，并真的受
了惩罚，公众看到这则新闻会
怎么想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
会加重这样一个意识：看来掺
和这种事果然会惹麻烦，以后
还是躲远一点儿好。这样的“见
义勇为”每出一件就会加深一

次公众的冷漠病，对改善社会
风气不仅无益，可能还有害。

为何会有如此的悖论？这
是因为现代社会为了维护社
会秩序，收缴了公民的暴力
权，我们不再是中世纪路见不
平一声吼的江湖好汉，没有权
利也没有义务像鲁提辖那样
三拳把人打死，哪怕他是欺男
霸女的镇关西。这种“不平”本
应由公权力机构去铲除。

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法
制建设是严重缺失的，在视频
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害的女孩
在受到侵害后就拿起手机报
警，这本来是一个现代社会最
正确的反应，但不妨设想一
下，即便她报警成功，又能如
何呢？根据国内目前实行的治
安管理处罚法，警察来了恐怕
也只是劝架，只能对男子进行
说服教育。

这种“春风化雨”在一个
成熟国家是不应该有的，比如
我们的近邻日本，很早就对在

公共交通上耍流氓（无论是言
语还是肢体）的“痴汉行为”进
行了司法管束。一个人如果在
日本地铁上干这种事，几分钟
内乘警就会赶到，受害者很可
能会走法律程序，施暴者则会
因为惹上这类官司，面临失业
等一系列麻烦。当法制对个人
权益的维护达到这种程度的
时候，还需要再呼唤该出手时
就出手式的“见义勇为”吗？如
果见义勇为简单到只是打一
个报警电话，每一个人都知道
公权力会给正义撑腰，哪一个
围观者愿意冷漠下去呢？

“渣男地铁耍流氓”的视
频确实触目惊心，但呼唤以暴
制暴式的“见义勇为”实在是
搞错了时代。加强法制建设，
要求公权力而非公众个体在
这种事件中“见义能为”，才是
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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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用裕民，从政府过紧日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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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打假命题

需形成社会合力

□王石川

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各
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央
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5%
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决不
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
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坚守节
用裕民的正道。

总理话音刚落，全场就响
起热烈掌声。这掌声，代表着
赞赏，更意味着认同，认同各
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认同

“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
事实上，本届政府在履新之初
公布的“约法三章”，其中就包
括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
购车只减不增。按照李克强总
理的说法，“中央政府要带头
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过去四年，“三公”经费确
实只减不增，备受公众诟病的

公款吃喝大大减少，违规出
国、超标配车的行为也受到明
显遏制。这就说明“决不允许
增加‘三公’经费”绝非说说而
已，而是真抓实干，体现在行
动之中。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政府就要过紧日子。”无论打
造简朴政府还是民生政府，都
必须削减政府开支，把节省下
来的钱用在民生上，用在提高
民众的生活水平上。有个背景
不能不提，中央财政收入不可
能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而民生支出是刚性的，惟有坚
守节用裕民的正道，才能更好
地取信于民，造福人民。

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李
克强总理不仅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多次强调过，还在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一再重申过。比如
在去年11月29日的常务会议
上，李克强总理要求有关部
门，确保所有行业税负都“只
减不增”，“各部门一定要统一
思想，财政收支压力再大，也
要积极为企业减税减负。要让

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
紧日子！”毋庸讳言，当前财
政收支确有压力，在这种情
况下，政府以身作则，主动过
紧日子，对民众、对企业就会
产生正向激励的效果，全社
会就会响应政府号召，同心
协力搞发展，在节流的同时积
极开源。

政府过紧日子，体现在压
减一般性支出，决不增加“三
公”经费，体现在减税降费，
还体现在简政放权，遏制乱
收费等行为。就在日前，李克
强 总 理 在 参 加 全 国 政 协 经
济、农业界联组讨论时坦言，

“砍掉审批是削减权力，砍掉
行政性事业收费权那是拆香
火，难呐！但为了人民的利
益，即便壮士断腕也要推动这
项改革。”“拆香火”就是动人
奶酪，当然很难，也会遇到重
重阻力，但是该拆的必须拆，
该砍掉的必须砍，惟有如此才
能让老百姓的口袋更好地鼓
起来。为国家培植税源、扩大
税基，促进了“民富”，就会进

一步推动“国富”。
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另

一方面还要把省下来的钱用
在明处、用在实处。更重要的
是，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
杂的情况下，更要优先保障和
改善民生，该办能办的实事要
竭力办好，基本民生的底线要
坚决兜牢。从政府工作报告中
可以看出，政府始终把民生当
成为政之要，时刻放在心头、
扛在肩上，今年将出台一系列
善政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民众
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享受到
更有质量的尊严。

过紧日子已经成为政府
常态，可以预见，即便以后各
级财政收入大有提高，也不会
容忍铺张浪费、追求奢靡。“充
分体现人民意愿，全面接受人
民监督”，这是政府工作的立
足点，也是建立“廉价”政府、
廉洁政府的基本前提。通过严
密而有效的制度安排，为过紧
日子搭建强有力的体制机制
约束，我们的政府就会更有公
信力、凝聚力。

葛一家之言

葛试说新语

□毕舸

近日，马可波罗瓷砖董事
长黄建平告诉记者，今年他的
议案将重点关注网络打假以及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等问题 ,并
认为实体经济搞不好有马云的

“功劳”。
黄建平对于网络打假的关

注自有其道理，但如果将视野
扩展，更应将制假售假的治理
视为需要行政监管强化、司法
预防与追责升级、政企合作、
线上线下一体化等多维度联
动的系统工程，非一两家电
商平台、一两地行政管理机
构所能独立撑起，而是要从立
法、修法、执法等方面予以全方
位破解。

作为企业家，就实体经济
发展如何获得更多支持，提出
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是应尽
之责。不过也要看到，近期围
绕“虚实之争”，似乎反映出
某些传统企业家在实体经济
遭遇某些困难时陷入了对焦
困境——— 总是将互联网平台
与实体经济两者对立，认为
互联网就是纯粹的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单靠自身努力难以突
围，责任就在互联网平台上。

其实，“互联网+”恰恰是
实体经济振兴之路。2017年1月
4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提醒参会人员要正确认
识实体经济的内涵，网店等新
经济行业是在为实体经济服
务，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互联网+”不仅是实体经济扩
大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的重要
推手，也是推动产品转型升
级乃至进一步消除制假售假
现象的技术基础。凭借日益
成熟的消费者投诉机制、大
数据打假技术，以及与地方
公安、工商机关的联动，电商
打假力度不断增强。这也是
电商经济与制造业加快融合发
展、进一步降低企业营商成本、
提高消费者权益保障水平的表
征所在。

因此，对打假难题应有“命
运共同体”意识，社会各界都能
为如何更好地加快假冒伪劣现
象治理出谋划策，真正形成合
力，此乃社会发展之福。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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