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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沪宁杭沪宁杭

“截至今年 6 月底，网上外卖
用户规模达到1.5亿，用户使用率
达 21.1%，用户规模较 2015 年底
增加3610万，增长率为31.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商家成本中终于要加上一
项排名收费了，但没想到这么快
到来。”

——北京十里河一家桂林米
粉老板介绍，在饿了么平台上付费，
即可将店铺排名提升至前几位。

“这些竞价模式出现均在半年
左右，竞价排名模式不是美团外卖
一个平台有，其他平台也存在。”

——一名外卖行业内人士介
绍，外卖刚兴起的时候，外卖平台
的排名权掌握在市场人员手中，
市场人员会根据个人喜好决定排
名，这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
有的商家虽然订单和人气很高，
但市场人员有权调整其排名，生
意自然受到影响。

“竞价排名这东西，挺虚的，
外卖平台就是变着法收费，怎么
算商家都在增加成本。”

——北京一家美团外卖商户
直言，竞价排名无外乎就是为了
收租变现，外卖平台正由产品服

务转变为利益角逐。
“ 饿 了 么 平 台 抽 出 的 这

3%-5%利润对于大部分中小
商家而言，利润空间被进一步
压缩。商家们都管这叫‘饿了
么税’。”

——对于新京报记者所
言的“如果商户不加入星火计
划，有可能面临关闭其店铺的
风险”，饿了么公开表示，星火
计划是一项商家增值服务，由
商家自愿参与，平台并不会以
关店或关闭在线支付等手段
强制商家加入计划。

“竞价排名无外乎是外卖
平台收租变现，它带来的订单

量靠无限摊薄商家利润实现，
最终都将转嫁给消费者，花更
多的钱，买到更差的外卖。”

——已有多户商家向媒体
记者表示，准备退出饿了么平台。

“魏泽西事件之后，国家网
信办对付费搜索进行了规范。
首先，搜索领域的服务商平台应
该审核商家资质。其次，付费搜
索和自然搜索要有明确的区分
和标识。此外，对于付费搜索，
它的结果在整个商家中，占比不
能太高，有一定的比例上限。”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认为，外
卖的本质毕竟是服务，不管前

期是靠BAT流量引流，还是靠
补贴，几家平台都一致把目标
放在提高服务质量和差异化
上。如今竞价排名的出现，将
外卖平台高额补贴早早结束，
转向商户通过竞争广告位烧
钱，成为O2O外卖平台的一种
盈利模式。

“网络订餐平台，采取竞
价排名，而非仅依据点击量、
订餐量、口碑评价等客观数据
将商家排序，采取此种方式获
得优先排名的商家与网络订
餐平台间已形成了广告宣传
关系。但网络订餐平台没有
将其收取费用进行商家排序
的事实向用户明示，其行为已
经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常莎表示。

“ 广 告 应 当 具 有 可 识 别
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
告。违反该条规定，不具有可
识别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对广告发布者也
就是网络订餐平台处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广告法》第十四条
规定。 摘自《新民晚报》

订餐平台竞价排名
无证餐馆买进前五

百度搜索引擎上的竞价排名一直饱受诟病。如今，美团、饿
了么等公司却将这一备受争议的营销方式引入外卖O2O平台。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美团外卖通过竞价排名方式，出售
首页附近推荐商家名次，区域不同，价格也不等。饿了么今年
1 月推出的“星火计划”，也是一个为商家提升排名的服务，即
商家交 3%-5%的技术服务费，就可以实现排名上升，曝光率
大增，如果商户不合作，有可能被强制下线。

消费者以为排名越靠前就是优质商家，殊不知，某无证餐
馆花226元就可排名区域前五。当外卖平台由产品服务转变
为利益角逐，谁来为这种乱象买单？

海拔负 65 米，坐落于佘山脚
下一个深百米、周长千米的采石
坑内，被称为“全球人工海拔最低
的超五星级深坑酒店”——上海
深坑酒店从 2006 年立项开始，就
备受各方期待。

15 日传来消息，酒店已经完
成地下结构封顶，在未来1个月内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明年底有望全
面竣工，争取在2018年开业。

据悉，酒店主体建筑主要分
为 3 部分：地上部分、坑下至水面
部分、水下部分。其中，坑下至水
面部分以建筑主楼为主；水下部
分是酒店的特色客房区和特色水
下餐厅。深坑酒店共有 19 层，根
据规划，酒店的 370 间客房都将
设有观景露台，可以直接看到对
面西北侧坑壁落差近百米、宽数
十米的瀑布。瀑布旁，还有一个
类似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悬
空 透 明 玻 璃 观 景 廊 的 观 景 平
台。 摘自《新闻晨报》

一名上海女子乘坐邮轮前往日本
旅游，返程时落海。令人匪夷所思的
是，落水 38 小时后，该女子最终被渔民
救起。13 日，记者了解到，该女子已经
和父亲相见，正在返家途中。据该邮轮
所属的皇家加勒比公司称，截至目前，
邮轮公司并没有从视频监控或者其他
方面得到女子坠海的任何信息。邮轮
公司表示：“水上公安已将该事件中的
女子立案为失踪人口。”

事发邮轮为皇家加勒比公司的“海
洋水手号”，8 月 7 日出发的“上海-济州
岛-福冈-上海”5 天 4 晚的行程，计划 8
月 11 日早上抵达吴淞码头。事发在 8
月10日晚上，当时邮轮已经在返程中。

据当事人此前称，8 月 10 日晚 9 点
多，她走出船舱到邮轮四层甲板外，趴在
甲板栏杆上看风景，由于身体重心太过前
倾，不小心掉入海中。根据专业人士计
算，女子疑似失踪的地点距离被救起的地
点约有180海里。按照时间推算，该名女
游客在海上足足漂浮了38个小时，而被
救起时除了有些微惊吓，精神状况还算良
好，“太不可思议了”，“一般人4个小时以
后意志力就会受到冲击，很难坚持下来”。

综合摘自《北京晨报》《新民晚报》
《舟山日报》

女子坠下邮轮
漂流38小时

近日，安庆师范大学2012届毕业生
金鹏举报称，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
学院副教授赵井春，2013年公开发表的

《论刘震云官场小说的批判性》一文，抄
袭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

随后，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赵井春
承认抄袭论文，并表示自己抱着侥幸心
理，花 3000 元从中介处购买，收到论文
后也未作任何修改，直接转投《遵义师
范学院学报》。

该校也成立调查组，认定赵井春侵
占他人学术成果属实，学术不端行为情
节较为严重。该校宣传部部长罗良金告
诉记者，学校作出处理决定：解聘赵井春
副教授职务；对该论文宣布撤稿，并登报
声明注销；终止、撤销其承担的各类科研
项目，两年内取消其项目申请资格。

罗良金解释说，因为这篇是本科生
毕业论文，没有公开发表，学报系统审
核时确实查询不到。

记者发现，论文代写机构遍布，根据
对方学历、题目、刊登平台等“开价”，且称

“保证原创”。对此，专家表示，绝大多数
代写机构出产的论文都非原创。一旦被
查出，购买者将面临相关处罚，而代写机
构和个人却难追责。 摘自《新京报》

副教授买论文
涉抄袭被解聘

赵雅芝扮白娘子，刘嘉玲扮石道姑，莫文蔚扮杜丽娘，
谢娜扮小青，汪涵演娄阿鼠⋯⋯8 月 12 日晚，湖南卫视明
星真人秀节目《我们来了》，10 位明星移师苏州昆剧院，在
昆曲传习所上演了一场特别的昆曲秀。

或许是因为今年特殊的时间点——汤显祖逝世400周
年，昆曲因而被更多人关注到。人们都在用各种方式传播
昆曲的美，包括浙江昆剧团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在《我们来了》播出的同一天下午，浙昆宣布，9 月开办
昆曲培训班，全免费授课，报名零门槛，结业时还可能上舞
台正儿八经地“汇报”演出。

这次开班，是 20 多年来，浙昆第一次面向普通人教习
昆曲，目前已定的是按行当开设３个班：小生、花旦、老生。

老师分别是——李公律，周传瑛的关门弟子；陶伟明，
明星版《十五贯》里的况钟之一；洪倩，浙昆“秀字辈”闺门
旦。而初级班教的剧目，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牡丹亭》。

“我们可能会采取网络直播的形式，抽签第一期学员名
单。没被抽中的，自动滚入第二期学员班。”负责这个项目
的“万字辈”鲍晨说，因为报名人数太多，将滚动开班。如初
级班 2 个月一期，以后还会有中级班、高级班。“只要有人
学，就会一期期办下去，都会轮到的。”

此外，浙昆还在筹划一个“网红班”。鲍晨说，初级班是
零门槛，谁都可以来学；而网红班，希望招收长得好看的年
轻人，然后做昆曲直播。 摘自《钱江晚报》

报名被挤爆，还要再开网红班

浙昆推出免费教习班

厕所里有没有免费卫生纸，厕纸是否文明使用，被视
为检测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9 月起，昆山的 130 所
中小学都将为学生提供免费厕纸。

在13日举行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江苏主题
论坛”上，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发起人钱军告诉记者，“校
园免费厕纸公益项目”2014 年 4 月在昆山市西塘小学启动
后，陆续落户苏州地区 31 所中小学以及福建等 10 个省的
37所学校。目前国内校园厕所总体卫生状况欠佳，保洁人
员不足，硬件设施不到位，大多数厕所未配备厕纸。“校园
免费厕纸公益项目”一方面改善厕所环境，加强人文关怀，
另一方面也测评并提升学生的文明素养——当学生意识
到，为了下一位使用者，不能浪费而应按需取用时，就是公
德心的提高。

测算发现，一个小学生一学年的厕纸费用仅需 5.4 元，
而且是有品牌的环保厕纸。一个1800人的小学，厕纸一个
学年不到一万元。项目费用，主要来自基金会募集到的资
金。下学期加入该项目的昆山中小学，其中 114 所公办校
的厕纸将由政府埋单，其他学校的由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
负责。该项目还将开始“废纸置换计划”，由学生主动将各
类废纸放入回收箱，出售废纸的收益全部用来购买厕纸，
返还学校。这样，学生既是项目的受益者，更是项目的实
践者，从小小厕纸开始，养成环保生活、服务他人的理念。

从校园厕所开始，向景点厕所、社会公厕推行免费厕
纸项目，是这家公益基金会的计划。去年3月，基金会开始
在昆山的 4 个社会公厕、周庄景点的公厕提供免费厕纸，

“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担心的大量浪费厕纸现象”。这家今
年 1 月加入“世界厕所组织”的基金会认为，厕所是社会文
明的缩影，公厕有免费厕纸，是花费不多的一小步，却是社
会文明的一大步。 摘自《新华日报》

政府与公益基金会合力埋单

昆山中小学
将提供免费厕纸

截至6月底，全国共有基金会5038家，其中江苏有567
家。江苏基金会数量，位列各省份第二。这是记者从13日
举行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江苏主题论坛”上了解
到的。

据南京大学河仁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友华统
计，从基金会数量看，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和上海，排名前
5；从基金会密度看，北京、上海、宁夏、浙江和江苏，位列前
5。江苏基金会的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摘自《新华日报》

江苏基金会数量
位居全国第二

G20 杭州峰会临近，社会上特别是网上的谣言开始有
所传播。浙江省、杭州市公安以及其他部门对此进行了回
应辟谣。

此次辟谣的谣言包括：网上流传一个贴文“高速 1-5
号只出不进”；网传杭州安检卡口要求“某车主对携带的20
多瓶矿泉水逐一开封喝一口”的消息；餐饮店、菜场、副食
品店、药店要停业；无通行证不得进杭州；8 月中旬杭州车
辆就不能年检了；G20 期间杭州客运中心站要关闭；安保
警察每人补贴 10 万元；杭州快递只出不进，8 月起不能寄
快件；所有物流大车禁止进入浙江境内；G20 杭州峰会预
算 1600 亿元；因 G20 峰会，杭州全市暂停办理外来人员暂
住证明。 摘自《北京晨报》

杭州辟谣G20“不能寄
快递”等11大谣言

近日，以传统合唱形式演唱的歌曲
《感觉身体被掏空》在互联网流行，被封
为“神曲”。歌词大意是：夜幕笼罩了朝
阳公园，老板出现要求加班。职员内心
抱怨，感觉身体被掏空，想带父母去云
南旅游。

有人说，歌词写出了“加班狗”的共
同辛酸，击中了他们的内心。那么，加
班何以成为社会心理痛点？《解放日报》
记者采访了两位学者。

身体的焦虑，是当代
人的共同不适

记者：《感觉身体被掏空》如果不看
歌词，就是一首非常古典的合唱，比较阳
春白雪。但它用经典的音乐形式，吐槽
下里巴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强烈反差。

何 祎 金（社 会 学 博 士、音 乐 爱 好
者）：用音乐吐槽是很常见的现象。单从
音乐角度，或者歌词本身来看，这种类型
都不少见，我没有感到这首歌有很独到
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它用严肃音乐
描述了“加班狗”的状态，歌词态度比较
戏谑，一点也不严肃，形式和内容形成强
烈反差，可能因此走红。

此外，我发现这首歌的歌词有一个
特点，就是比较关注身体。“身体的异
化”这个主题比较明显。歌词从“身体”
入手，特别容易引起共鸣，这是它非常
聪明的地方。

记者：此前“葛优躺”也一度走红，
关于身体的状态，似乎是当代人难以摆
脱的一种焦虑感和不适感。

何祎金：我觉得当代人的工作性质
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可能与
科技发达，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有关。
即使老板不用你加班，但是下班以后，只
要有手机，有微信，你依然可能在工作，8
小时之外也被笼罩在工作的阴影中。

这是科技和互联网时代的身体焦
虑，有一种即使自己在家、在休假，也可
能随时被工作召唤的不安。人们的身体
始终是紧张的，甚至紧张到极致，只想大
脑放空，在沙发上懒懒一躺。这一躺，并
不是单纯地想休息、想睡觉，而是表达出
一种态度和渴望。我们始终做不到身心

真正的放松和自由。有个别人一
到双休日，必须直接关机，或者刻
意断网，仿佛如此才能回归身心
的宁静。

总的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
己的焦虑。歌曲、小说等文艺作
品，反映种种时代的焦虑，是一件
正常的事情。

记者：有人认为这首歌吐露
了白领中产的心声。您怎么看？

何祎金：不同社会群体，往往
会有属于自己文化标签的音乐。
这是一种文化分层现象。我们一
直认为文化审美是比较主观的、
随意的，但其实背后也不是偶然，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群体的身
份认同感。最近我发现，现在许多
节目上的劳动者、外来务工人员，更
喜欢唱励志歌曲，歌词充满正能量，
他们没有抱怨。反倒是坐在办公室
里的脑力劳动者、网上的键盘侠们，
从文化作品上看更偏爱吐槽。

记者：如此看，这首歌的走
红，带给人一种突破文化阶层壁
垒的感受？

何祎金：从歌词内容来说，它
算是加班族对生活的调侃、压力
的释放。然而它采取的合唱形式
非常专业化，大众印象中的室内
合唱，本应该是一群严肃的人，衣
服统一，正儿八经，歌唱经典歌
曲，充满仪式感、庄严感、紧绷
感。然而没想到歌词内容却如此
接地气，形成了一种跨越阶层文
化的感受，就仿佛是原本生活中
乐一乐的快餐式吐槽，却忽然登
上高雅之堂，被严肃音乐“正名”
了，有一种意外和窃喜。严肃和
不严肃，在同一个页面里出现，文
化空间的区隔正在逐渐消失。

工业社会里，人
们想停也停不下来

记者：小农经济的时代，人们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工业时
代，社会制定了劳动制度、考核制

度，并且不断完善。您觉得“加
班族”是不是工业时代的必然产
物？

章友德（上海政法大学社
会学教授）：在农业时代，劳动
生产不需要加班，也没有制度
来考核加班，农耕文明基本上
就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而工业
时代，劳动变得有组织了。谁
让你加班、怎样加班、怎样计时、
不加班会有什么后果等等，已经
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安排。
进一步巩固这种加班制度的则
是全球化。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因
素、市场的因素、组织的因素、
全球化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加
班的制度化，把人裹得密不透
风。企业为了生产效率、利益
最大化，而员工为了保住饭碗、
增加收入，或者通过加班表明
自己的进取心、忠诚度，最终，
加班成为雇主和劳动者的共
谋。人们可能不是被迫，而是
主动选择加班，但是这种主动，
又不那么令人愉悦。所以如此
矛盾和无奈的心理，让加班族
忍不住吐槽。

记者：如此说来，个体面对
的是一个庞大的工业文明、精
密的社会秩序，加班成了一种
难以摆脱的宿命？

章友德：你会发现呼应这
首歌的人，更多来自北上广等一
线城市。小城市面对的问题可
能不是加班，而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加班族是一批特定
群体，他们往往出现在一个比
较发达、繁荣的经济体里。北
上广等特大城市，就是一座座
不夜城，也催生了一批批主动
选择却并不开心的加班族。

记者：马尔库塞曾经提出
一个概念：单向度的人。他描
述了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
压制人们内心的否定、批判和
超越性。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

力，难以追求与现实不同的另一种
生活。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
成了单向度的人，只有物质生活，
没有精神生活。从今天来看，我们
似乎仍然没有走出现代工业社会
的这种弊端？

章友德：发达社会展示了一种
消费社会，你能不能消费，消费什
么，由此构成了你的社会地位、声
望、身份等等。而消费必须与货币
购买有关，拜物教正是这样出现
的。人们向上流动的内在愿望，结
果驱使自己变成了加班族。马尔库
塞的批判，指出了农业文明闲散的
生活形态不在了，发达的工业社会
里，人们想停也停不下来。所以，现
在短暂的逃避，“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成为了流行词。世俗社会、成功
学左右了消费社会的游戏规则。

记者：马克思当年批判“人的
异化”，这个主题一直延续至今。

章友德：科技、经济、全球化、
劳动生产率等，对人的控制让人感
到无力抵抗，精神荒芜。理论上
说，你有选择不加班的权利和自
由，但结果你往往不得不选择加
班。人们感受到这样一种悖论。
所以从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就不断
有思想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对现
代社会的这种现象以及呈现的悖
论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背后，表
明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最终目
的仍然是为了解放，而不是抱怨。

未来的人，能否逃
脱加班的宿命

记者：您觉得未来文明的发展
形态，我们能摆脱劳动的异化，找
到一种新的方式吗？

章友德：我觉得比起工业社会
的早期，当代社会已经出现了多元
的选择。当全球化的统一风格被
批判时，保持文化差异的可贵性就
会凸现出来。人类文明一直具有
某种自我纠错的能力。

比如，你会看到一些福利社会

中人们生活悠闲，大家对生产、生
活、人生价值的理解，不单纯围绕
利益最大化。即使不是福利社会，
但是有些地方从制度保障到人的价
值理念，也出现了某种倾向，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认同，生命不是简单用
来赚钱，而是享受美好生活的。

反过来说，劳动创造价值，不
劳动还享有社会福利同样不好。

现代社会，劳动权利和休息
权利的结构，怎样合理协调，这会
成为大家思考的新问题。

记者：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经济新常态”、“中等
收入陷阱”等一系列话题成为热
议。我们的上班族，面临一个更
加复杂也更加需要个人奋斗的社
会转型期，价值的悖论，内心的无
奈，精神的空虚等等，更加容易得
到共鸣。

章友德：我们正处在从中等
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阶段，
经济也面临新常态的压力，体现
自己个人价值的岗位不容易获
得，因此上班族更加珍惜，尽管内
心可能不乐意，仍然主动选择加
班，努力去实现个人价值。

但 另 一 方 面 ，也 看 个 人 选
择。享受生活的人，不一定是那
些收入很高的人。最近几年，一
边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抱怨与日俱
增，但另一边是社会上的一些人，
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尽管
技术、金钱对人的统治难以抵抗，
但也有人不把利益最大化当做人
生目标。多元社会已经来临，人
们对生命和价值各有选择。

应该说，每个时代面对的问
题都不一样。农业时代，人们面
对瘟疫和温饱存在焦虑，而现代
社会人们面对劳动换取报酬的压
力。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
之中。我相信，解放的主题，始终
是文明的动力。一个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和谐相处
的美丽新世界，始终是我们追求
的目标。 摘自《解放日报》

加班，想停也停不下来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