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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大局为重，
五一提倡“游必有方”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原则上不到
省外旅游，不
扎堆热门景
点，这既是对
自己负责，也
是为复学大
局考虑。

转眼又快到“五一”小长假。随着复工复
产有序开展，社会秩序逐步恢复常态，恐怕不
少人已按捺不住想出去玩的冲动。如果有大
规模的报复性消费，很可能就出现在这个“五
一”
假期。
国内疫情封锁已基本解除，
不少地方推出
促进消费措施，
加上机票便宜、
高速免费，
想出
去游玩也是正常不过的。估计很多旅游景点、
餐饮消费场所都指望着能在“五一”期间增加
收入，挽回前段时间的损失。经济回归正轨，
消费要先行，
这也是各方所乐见的事。
不过，
有一个群体特别需要提高防范，
继续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这就是学校师生和家长群
体。进入 4 月份以来，
中小学陆续复学，
教学工
作逐步回归正轨。复工是一个大工程，
复学尤

其如此。为了做好复学工作，
教育主管部门、
学
校早早就制定了方案，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而家
长也早早就开始逐日上报学生健康状况。
正式复学后，从进校门怎么做、上课怎么
安排到课间如何防止聚集，无论老师还是学
生，都比往常付出了更多努力。别的不说，那
么多学生整天要戴口罩，
就是一件难事。万一
有学生发烧，
整个学校和相关部门会迅速启动
预案，包括进行核酸检测、其他学生原地待命
等。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抓好疫情防控，
确保校
园安全。
当下仍需继续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不
能有任何松懈。这就要求，学校教职员工、家
长和学生在这个
“五一”
假期，
还需忍住外出远
游的念头，
尽可能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去。为

此，杭州市教育局防控办发出通知，倡导广大
师生
“浙江人游浙江”
“杭州人游杭州”
“
，五一”
期间要减少人员流动。
当然，在应急响应降级、社会生产生活恢
复常态的情况下，
减少人员流动更多要靠广大
师生和家长的自觉。一律严禁，不合情理，而
“游必有方”则可更好地落实校园防控措施。
原则上不到省外旅游，不扎堆热门景点，这既
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复学大局考虑。要知
道，
疫情防控千头万绪，
一个线头扯出一团麻，
要耗费大量社会人力物力，
而且还不能做到万
无一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大家自觉，主动
减少与他人接触范围。只有这样，
才不会给节
后学校防疫工作带来更大压力，
才能放放心心
地让孩子们上学上课。

小红车不断升级，
演绎“化危为机”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小红车在应
对竞争对手
时，没有固步
自封，而是化
危为机，找到
自己的短板，
提升体验、完
善技术与管
理，拉近与共
享单车之间
的差距。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
杭州的
小红车服务点悄悄改变了模样，
可让路人休息，
有饮料贩卖、
食品售卖、
电池租用、
储物等新的生
活服务，
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小红生活”
。
4 月 28 日，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正式发布
在原公共自行车系统基础上，构造以绿色共
享出行为主导，集新能源、新服务、新零售、新
模式及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现代城市共享服
务体系——数字化城市“小红生活共享服务
平台”
。
如此，这一个个小红车服务亭，将变成为
市民提供多元化生活服务的“驿站”，不仅可
以像往常一样租借小红车，还可以获得智能
化生活服务及产品。
从 2008 年 5 月开始，小红车凭借着每 300
至 500 米就设有一座站点的密集分布，和 1 小
时内免费、其后每小时 1 元的低廉价格，迅速

成为杭州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
甚至成了杭州的一张金名片。
然而，从 2016 年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共
享单车企业进入杭州市场，小红车在杭州一
枝独秀的地位遭到巨大挑战。对于用户群体
来说，便利性无疑是最主要的考量。相比而
言，拥有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随借随还的共
享单车，在解决好市民“最后一公里”的需求
上，
无疑对小红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不过，危机危机，危和机始终是一体两面
的。共享单车携新技术进入杭州所引发的鲶
鱼效应，促使小红车“互联网化”的进程大大
提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小红车在技术
和管理上都得以改进。
最初的改变来自延续了近 8 年时间的刷
卡借还车模式，被手机扫码租车所取代；扫码
租车的保证金由 500 元降至 200 元；杭州主城

区所有的小红车借还点都开通了 24 小时服
务；等等。
可以看出，小红车在应对竞争对手时，没
有固步自封，而是化危为机，找到自己的短
板，提升体验、完善技术与管理，拉近与共享
单车之间的差距。应该说，这样的努力是有
成果的，在遭受短暂冲击后，小红车的租用量
不降反升。
如今，共享单车从最初的野蛮发展逐步
进入规范有序发展。而在杭州这座城市，小
红车有着共享单车不能比拟的底蕴。
小红车这次转变、升级，是城市生活服务
的多样化，让自己更贴近百姓生活。这意味
着，未来小红车与共享单车已不再在一个赛
道上竞争，
背后的商业逻辑已大不一样。
对于用户来说，只要它有利于生活，任何
创新和转变都值得点赞。

什么都不能阻挡人类对未知的探索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我们战胜了
天花，几乎封
印了鼠疫和
霍乱，我们对
科学抱有信
心，对科学可
以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抱
有信心。

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宇宙是一片
黑暗森林。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是
威胁，任何暴露自己位置的文明都将很快被
消灭。
这毕竟是假说。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并
不会因为那些未知的风险、可能的挑战而停
下。
4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布消
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FAST）正式开启地外文明搜索，寻找
来自宇宙深处高智慧生命的信号。
探索太空的事，很多国家的很多科学家
在做，为什么“天眼”的分量特别重？这些数
据能对此进行说明：它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是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灵敏度达到世界第二大射电望远镜的 2.5 倍
以上，可有效探索的空间范围体积扩大 4 倍，
它的观测范围能企及河外星系甚至百亿光年
之外的宇宙边缘……
这样一个“超级大锅”，突破了人类深空
探测能力的极限，如果不能在探索地外文明

上发挥作用，实在是件遗憾的事。
“天眼”的探
索，
正是众望所归。
我们从小听着外星人的故事长大，对地
外文明积累了太多的想象。可惜的是，到目
前为止，地球文明仍然是孤独的，虽然科学预
测宇宙中可能存在无数个类地行星，科学家
也找到了，但没有一个能证明地外文明的存
在。
沉默的太空仿佛一直在跟人类玩捉迷藏
的游戏。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太空竞赛以后，人
类探索宇宙的热情降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
有听到“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样
振奋人心的话了。
如今，
“ 天眼”再一次把大家的视线吸引
到深邃的太空中去，具有积极意义。太空是
科学发现的源泉，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等待
发现，这是人类的使命。远方有征程，我们鼓
起勇气，
重燃激情，
再次出发。
特别是在当前这一非常时刻，人类直面
新 冠 病 毒 的 侵 袭 ，科 学 直 面 新 冠 病 毒 的 挑

战。在困厄之中，更要相信科学和正义的力
量，
相信人类凝力一击的力量。
跟浩淼宇宙相比，地球是渺小的，人类也
是渺小的。太阳只是一颗非常普通的恒星，
银河系有 1000 亿～4000 亿颗恒星，银河系隶
属于本星系群，本星系群又属于范围更大的
室女座超星系团。
可是人类又是伟大的，我们一直试图将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战胜了天花，几
乎封印了鼠疫和霍乱，我们对科学抱有信心，
对科学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抱有信心。
在埋头赶路的同时，
也请抬头望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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