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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进口抗癌药降价
别让患者等太久

声音
故宫文物医院走红在意料之
中，魅力就在其提供了附加值。当
文物工作者具有文物范儿， 让人
们感受到岁月静好时， 才会真正
迎来文化遗产传播与传承的大时
代，这同样适用于整个大文化。
——
—毛建国。 6月9日是“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其主题是“文
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为更好地
向公众展示和宣传文物保护与修
复技艺， 故宫文物医院将于近期
向社会公众预约开放。 当天故宫
文物医院迎来第一批40名预约观
众，首次试行开放；同时，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的文物医院志愿者，
也经过层层筛选和专业培训后正
式上岗。
（罗山县）发出“株连式追逃”
公告背离了法治精神： 现代刑法
坚持的是“罪及个人原则 （也叫
罪责自负原则）”， 正所谓“刑止
于一身”， 这就要求， 办案和进
行刑事责任归属时不能随意搞扩
大化。 而对几名嫌疑人家人进行
“老赖” 式处理， 还直接挂“飞
天大盗之家” 的牌子， 明显已
越了界： 一人违法， 不能全家
连坐。 用诚信系统作为工具惩
戒可能无辜的嫌疑人家属， 或
是直接给他们扣帽子， 涉嫌滥
用信用系统， 涉及公然侮辱或损
害他人名誉。
—光明网：《法治社会，当
——
有“摒弃株连思维”的共识》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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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相亲

□冯海宁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 昂贵的
进口药药费，常常困扰着他们。近
期新的政策牵动了癌症患者的
心，那就是，自5月1日起28类进口
药关税降至零， 其中包含了治疗
癌症的常用药；对进口抗癌药品，
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但
是，记者近日在走访中发现，这些
进口抗癌药并未降价。对此，陕西
省卫计委药政处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 在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
通知， 因为“
涉及国税等多个部
门，可能会联合发文。 ”
（据《华商报》）
此前， 曾有媒体根据所降低
的税率算账， 认为进口抗癌药的
价格成本能降近20%。 这对于广
大癌症患者来说， 会显著降低治
疗负担。 但是，降税政策明确后，
进口抗癌药究竟什么时候降价，
则是癌症患者最为期待和关心的
事情，毕竟，早降价早受益，而晚
降价可能会让部分患者“等不
起”。

其实， 目前进口抗癌药仍按
原价出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
在市场上销售的进口抗癌药是5
月1日之前进口的，并没有享受降
税优惠，自然难以降价。 毕竟，降
税起始日并不直接等同于药品降
价的开始。 至于癌症患者什么时
候才能享受到降税“利好”，从程
序上看比较复杂。以陕西为例，进
入医疗机构的药品， 要进行招标
采购， 采购机构要等省卫计委的
政策。 而省卫计委则在等国家有
关部门的联合发文，然后，降价药
才能逐步进入地方医疗及医药机
构。
难怪有关专家认为， 抗癌药
真正降价估计需等半年到一年。
坦率说，这个周期有点长，笔者以
为，能否“
急患者之所急”，对进口
抗癌药降价采取“
特事特办”，以
便提高降价效率， 缩短政策落地
时间？ 这需要从上到下明确工作
时间表以及有关部门的任务和责
任， 让进口抗癌药通过“绿色通
道”早日实现降价。

笔者注意到， 为落实进口抗
癌药新政， 天津方面积极搭建绿
色通道，推动政策红利快速落地。
自5月1日以来， 天津海关共进口
了6批次货值近一个亿的进口抗
癌药，累计减征关税3800多万，减
征增值税1300多万元。 这些措施
值得肯定， 但减税之后的抗癌药
是否已经降价，值得关注。从政策
方面看， 如果某个省份的前期工
作已经完成， 能否单独批准其降
药价措施先行实施？
进口抗癌药无论是集中谈
价、采购，还是医保准入谈判；不
管是海关通关， 还是药品分发各
地，都需要
“绿色通道”，都需要高
效率办事。 因为只有让癌症患者
早日用上降价抗癌药， 才能让纸
上政策早日变成老百姓的实惠。
鉴于进口抗癌药关乎患者生命健
康， 主管政策落实的相关部门要
有紧迫意识。总之，进口抗癌药是
“救命药”，其降税带来的降价，既
不能让基层相关机构等待太久，
更不能让患者和家属等待太久。

“电商定制”不能在
“
唯低价”中迷失
□木须虫

微
话题
【今日话题】
后高考经济
每年高考结束后， 数量庞大
的考生和家长在毕业季推动的一
波考后消费， 形成了规模同样不
小的
“后高考经济”产业链。 重庆
高考生出国游人均花费将达到
6300 元；餐饮一周营业额能顶平
时一个月，去 KTV 是不少高考毕
业生的选择； 报名学车的一半都
是高中毕业生； 大数据之下出现
了“大数据指导人生规划”服务。
你怎么看“
后高考经济”？

【议论纷纷】
@郭元鹏： 关注“后高考经
济”，商家有的是财富慧眼。不过，
由于心里只想着赚钱， 却遗落了
商业道德。就像出国旅游，很多此
类旅游很不正规， 过度宣传了出
国旅游的好处， 让很多家庭难以
承受这样的费用， 而又拗不过孩
子的诉求。 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积
极监管出国旅游公司， 不能用虚
假宣传诱导学生。
@付奇：“
后高考经济” 一方
面让部分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另
一方面，也让部分家庭叫苦不迭。
旅游、娱乐、购物，乃至美体、整形
等，既是考生消费方式，也是宣泄
心情、放松心境的方式。 不过，巨
大压力释放之后的消费或狂欢，
往往会带来非理性的冲动。“
后高
考经济”在很多时候演变成“浪费
经济”， 过犹不及的无节制消费、
过度消费不仅增加了家庭的负
担， 也不利于孩子消费观念的形
成。 我们期待孩子们能够通过审
慎而自觉的消费学习， 开启一个
张弛有度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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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
“买买买”一族将迎接电
商6·18大促。不过，在电商平台上
消费者正接触越来越多的“电商
定制版”
“
线上专供款”
“
网络专供
版”， 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商定制
版， 除了价格的差别，
“
电商定制
版”跟“线下实体店版”有什么区
别？记者调查显示， 家电线上便宜
但偷工减料、食品电商定制外包装
不同、 服装网络同款质量差很多，
诸如此类，往往价廉并不物美。
（6月11日《北京青年报》）
电商平台出现“电商定制
版”，一定程度来说是线上销售与
线下生产融合的产物， 并且是线
上开始拥有了对商品营销更充分
的话语权， 要求生产环节迎合电
商销售的需要。
电商想销售什么所形成的
“
电商定制”， 并不必然意味着这
些商品一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等同于“
消费者定制”。 记者的调

“定制”、
查也证实，线上诸多标记
“专供”版本的商品，虽然价格很
低，但质量都很差，性价比较之同
类产品更低。 毫无疑问，“电商定
制”似乎正走上
“缩水版”的路线。
电商自诞生以来， 除了提供
了近乎极致丰富的选择之外，最
为消费者所青睐的还是相对于实
体销售的价格优势。 建立在价廉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商， 始终维
系着低价的竞争模式， 而随着电
子商务取代了传统商务， 价格竞
争从模式竞争的手段开始变成了
平台内部竞争的手段。
然而， 价格竞争不是没有极
限的， 平台商家既想用低价赢得
市场，还想从低价中获得利润，那
么牺牲的只能是品质。 相对于过
去平台商家对企业货源的依赖，
如今的企业则反过来依赖电商的
销售渠道， 平台电商利用这一优
势来倒逼企业，“电商定制” 就会
出现“因价订制” 削足适履的问

题。 而现状正是如此， 尽管这些
“
电商定制”的商品，并不一定都是
不符合标准的劣质产品，但是低价
低品质的供给，只会不断蚕食消费
者的信任与商家的诚信，而对于很
多品牌的商家而言，一味地迎合平
台电商的经营策略而选择缩水减
配、偷工减料，也是在自毁形象。
其实，就消费而言，无论商品
营销的模式如何改变， 其商品与
服务都不能偏离消费者这个中
心，低价可能会短期吸引消费者，
但只有品质才可能保证消费者长
电商定制”不能在“
唯
期的依赖。“
低价”中迷失，一方面有必要加强
平台电商经营行为的监管， 规范
市场秩序，防止恶性竞争；另一方
面则需要平台商家转变经营理
念，精耕深耕市场，根据消费者差
异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来
“定制生
产”， 提供更具个性色彩的供给，
求得品质、 消费口味与价格的有
机融合，避免同质化的低价竞争。

微信对骂群，一场畸形的发泄狂欢
□罗萌
这两天，
“
对骂群” 在朋友圈
和微信群里火得一塌糊涂。 对骂
群的兴起源自NBA总决赛中总决
赛骑士对勇士两队的粉丝因对比
赛的判罚存在争议， 有人在微信
上建立了“骑士勇士球迷对骂
群”， 让双方粉丝在群里怼个痛
快。 后来随着围观群众的不断增
加， 事件迅速升级， 各种各样的
“对骂群”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
出，例如“香菜好吃VS香菜难吃
对骂群”“摩拜单车ofo对骂群”以
及“鸡鸭猪对骂群”等等，主题丰
富骂法多样。
（据《成都商报》）
这种所谓的情感发泄狂欢实
际上是一种群体化的网络语言暴
力。 这样的网络暴力没有明确攻
击对象，只有纯粹的发泄，在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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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群里大家不用顾忌身份，
谁也不认识谁，顶着“对骂群”的
名头肆无忌惮地开骂。 而把现实
中的负面情绪带到虚拟世界中
去，对网民来说几乎是零成本的，
这也成为了网民们发泄的最佳途
径。 那些在对骂群里活跃的网民
们， 他们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兢兢
业业安分守己， 一到虚拟的网络
群里便开始骂人发泄， 他们通过
这样的方式消解心中的焦虑。 这
样戴着面具的发泄狂欢对他们来
说是最自在最低成本的。
其实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
现，“对骂群” 里网民的行为与网
络上我们所谓的
“杠精”“喷子”动
辄叫骂抬杠的行为是十分相似
的， 都是戴着面具发泄情绪，当
“
杠精”“喷子”聚集到一定量时就
发展成为“
对骂群”了。 虽然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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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
“对骂群”感兴趣是因为里
面有一些幽默高明的骂法， 但是
随着“对骂群”的不断发展，已经
逐渐开始走偏， 群里越来越多的
是爆粗、 地域歧视等等， 这样的
“
对骂”实际上就是一种网络语言
暴力，在这样的“群体情绪”的渲
染之下， 谁也说不准自己是否能
够一直做绅士， 一旦超出控制就
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现实中会有烦恼、有矛盾、有
焦虑的存在 ，但是逞一时的口舌
之快解决不了矛盾冲突， 而且也
无法真正地排解你的负面情绪，
只会加重身上的戾气， 这种戴着
面具无底线的发泄狂欢是畸形
的。 情感的发泄应选取健康的方
式，可以通过运动、倾诉等方式进
行合理调节， 一味地狂喷只会让
你陷入无止境的焦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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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海晚报”

大数据可以为你推送“可能
喜欢的商品”，那会不会为你推送
“
可能喜欢的人”？
“
大数据相亲”你
大概需要了解一下。 所谓
“
大数据
相亲”， 就是相亲平台借助用户的
互联网足迹和设置的开放性问题
进行分析，通过
“
负面清单”和“正
向清单” 筛选， 帮助匹配相亲对
象。 严女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科技给她相亲助力了至少三四成。
（据《中国青年报》）

真爱是算不出来的
□范娜娜
科技加持为我们带来的或许
并不全是完美新世界， 有时也可
能是让人细思极恐的囚笼。 先不
说这其中关涉的数据收集、 个人
隐私问题， 就单单凭借着在珍爱
网、 百合网等相亲网站上填个问
卷，弄个调查，然后直接对个体进
行分类匹配， 就让人怀疑其真正
的效果到底如何。
大数据相亲乐此不疲地为单
身男女打上鲜明的标签， 理所当
然认为一个人过往的数据就可以
代表他，充斥着机械性，或许给机
器人如此配对可以， 但人不是机
器。恋爱过程的摸索，感情困境中
抉择，虽然带着原始的粗糙，却也
有着纯粹的真诚。 然而大数据相
亲直接将量化的数据放到你眼
前，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容易让
人放弃自主的选择， 乖乖缴械投
降。
当爱情也变得算法化， 恋爱
中多了这么多的计算， 会不会最
后演化为彼此的算计？ 上来就先
看头像，看收入，用职业、学历、外
貌等诸多硬性数据来衡量一切，
不仅肤浅， 而且是对自己的不负
责任。 单纯的数据累积铸造的不
一定就是完美的爱情， 所以指望
着算法给你分配个完美对象，为
你寻得个天赐良缘的单身青年还
是醒醒吧，真爱不是算出来的。

推荐而非指定对象
□李涵
真爱是算不出来的，认同吗？
当然认同。但是，现在讨论的是相
亲问题。 以往这件事情交给媒婆
来做，或者靠亲朋好友口耳相传。
现在搬到线上来， 注入了互联网
的基因。“
可能喜欢的商品”你不
一定会买，
“可能喜欢的人” 也不
是强行给你指定爱人。
再者， 互联网足迹缺乏真实
性，可能存在一种刻意的表演，这
样的情况确实存在，也不可避免。
但是， 把它放入相亲这个特定的
情景来看， 表演的假象并不是大
数据分析特有的。 朋友口耳相传
的就是真实的吗？ 媒婆夸上天的
话语就是真实的吗？ 生活中处处
存在表演，于婚姻是否合适，还需
沟通相处后的自我判别， 这点至
少目前大数据并没有介入。
自然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
固然很美。 但大数据筛选后的相
识， 并不一定意味着功利化和利
益化。 你可以将收入水平设置为
硬性指标，也可以将
“是否读过拜
伦、雪莱的诗”作为硬性指标，不
必臆想出一个拜金的形象。 接触
以后如何仔细分辨， 这是生活的
乐趣，大数据不能帮你，也没想过
替代你完成。
爱情难不难，总得有个开始，
大数据分析匹配， 减少交往中可
能存在的冲突点， 让这个开始不
再是Hard模式，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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