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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海南三亚疗养
三亚国联假日休闲度假基地位于三亚

凤凰镇临海生活区，距离市中心坐车 15 分

钟，到海边沙滩步行可达，周边超市、菜场、

沙滩、公园、医院等配套，生活极其方便。今

年基地专注提高菜品营养口味及住宿条件，

更好地为浙江父老服务。基地会固定组织

发车，游遍整个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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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双十一”剁手后，这一周对于很多人

来说，期盼着快递什么时候到成了精神支柱。而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让盐城剁手党们惊出

一身冷汗，视频中，快递员暴力分拣快递，粗暴地

用脚踢飞“宝贝”。原来是两快递员因不满“双十

一”提前上班，便“自导自演”了这一出暴力踢快

递的视频。“双十一”的电商狂欢已经跑了9年，类

似的新闻也成了年年翻的例牌。当“双十一”遇

到暴力分拣，难道真的要消费者拼运气和人品，

才可以收到完好无损的包裹吗？

电商狂欢盛宴之后便是物流快递业的

“大考”。8.12亿物流订单，“双十一”后，伴随

着这个庞大的数据，是快递小哥停止不下的

忙碌。而“最后一公里”配送一直是快递的痛

点。在“双十一”包裹量井喷之下，这个痛点

必然会加剧发作。面对快递行业的种种乱

象，国家邮政局曾发布多个规范性文件，比如

现行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中，就提到快递

企业在投递过程中，严禁抛扔、踩踏，并对相

关损失按照约定予以赔偿作出规定。但从实

际来看，这些规定都收效甚微。

由于缺乏明确的处罚依据，快递企业似

乎仍然是我行我素。快递企业本身对于快递

员野蛮分拣行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快递

业的整体环境不改善，就算罚得再多成效也

不大。快递业进入门槛低是不争的事实，一

些加盟商直言“‘双十一’撑不过去就是死”。

在这背后，是不少加盟商一直面临“用工荒”

的窘境。而据媒体报道，一些高校附近的物

流加盟商，新人来不及走培训流程，报到当天

就直接上岗的不在少数。行业内部以罚代管

的管理模式并没有让网点的管理水平得到改

善，而是在不断地施压下，快递员更加肆无忌

惮地上演暴力飞踢包裹事件。

各种规范性文件虽然对暴力分拣能起到

一定的制约，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从根本上杜绝有多远踢多远的暴力快递行

为，需要快递公司在运行机制和人员管理上

的改变，更需要快递企业自身加快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改造。

而这种改变的紧迫性不仅是来自企业内

部。2017 年，阿里、京东都相继提出了新的

零售概念，今年“双十一”，就成为了对新零售

模式的一次模拟考。新零售给行业带来的是

质的变更，是行业协同作战。

不管是线上线下的融合，还是消费者跟

卖家的交互方式，零售的本质依然是体验和

效率。让包裹快速安全地送达顾客手中，才

是给顾客一个完整的好的消费体验。电商狂

欢盛宴如今已经演变成物流快递业的“大

考”。所以各大电商也开始注重物流服务的

建设。阿里的菜鸟、京东、苏宁三家都采用了

智慧物流的理念，充分运用高科技，投入使用

更多的无人仓、全自动化管理。物流的比拼，

也是科技的比拼，这可能是“双十一”除了低

价之外最大的看点。

相比之下，电商一路狂奔急速发展，快递

业的脚步就显得有些吃力。虽说快递业这几

年的发展使从业人员和加盟网点实现裂变式

数量增加。但和新经济浪潮的核聚变相比，

传统快递业还停留在拼人力拼数量上。新零

售带来的将是物流快递行业的全面变革，中

国快递企业必然要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技术

密集型行业转型升级。

新零售模式下传统快递还能走多远

但和新经济浪潮的核聚变相

比，传统快递业还停留在拼人

力拼数量上。

事发近一年，青岛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

被杀害一案，突然重返公众视线。在此案中，

杀人嫌凶为江歌闺蜜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

凶案发生时，刘鑫躲在江歌租住公寓内，而江

歌就在公寓门口被刺数刀倒地。

在悲剧发生后，江歌母亲一直寻求与刘

鑫见面未果，刘鑫及其家人甚至在微信、电话

中对江母语出不敬，两家发生严重争执。在

凶案发生近 300 天后，有媒体刻意安排了江

歌母亲与刘鑫的第一次会面。近日，相关视

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加之陈世峰将于近日审

判，遂引发一场公共大讨论。

江歌与陈世峰素无恩怨，她的死，刘鑫不

能脱离干系。包括江歌母亲在内，都不自觉

地把江歌之死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刘鑫。还有

报道提到，当江歌遭遇行凶时，刘鑫非但没有

开门，还把门反锁了。言下之意，如果刘鑫开

门，江歌或不至死。这些因素叠加，刘鑫在许

多人眼里，成了一个逃避责任、冷漠自私的

人。

江歌母亲的丧女之痛，是一种言语无法

表达的心灵创伤。但是，许多急于谴责、辱骂

刘鑫的人，有没有认真想过：媒体所报道的所

有细节都是真实的吗？江歌因刘鑫遇害，刘

鑫却拒绝见江歌母亲，甚至恶语相向，这就是

事情的全部真相吗？

实际上，刘鑫有没有反锁门，乃至于“江

歌替刘鑫去死”这些说法，都不是确凿无疑的

结论。这要么只是一方面的说法，要么只是

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测，并没有更多证据支

撑。也就是说，许多人对这事情的评判，都是

建立在尚纠缠不清的事实基础上，不无臆测

成分。既然如此，我们在同情江歌母女遭遇

的同时，是不是也该谨慎对刘鑫做出论断

呢？毕竟，在这桩凶案中，刘鑫也是受害者之

一，是一个幸存者，而不是帮凶、从犯。

凶案细节或可还原，人性却难以揣测。

对于刘鑫的行为反应及其心理，我们很难得

到准确答案。她在凶案现场的表现，以及此

后为什么一直不和江歌母亲见面，真正原因

只有她自己知道，甚至她自己可能都说不清

楚。有自媒体用了一个非常具有煽动性的标

题《江歌，你替刘鑫去死的 100 天，她买了新

包包染了新头发》，谴责刘鑫没人性。难道江

歌不幸遇害，刘鑫就不能独活，只配每日以泪

洗面？谁又知道刘鑫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她

这样做又是不是在强颜欢笑？这不是为刘鑫

开脱，而是想说，道德谴责有时候是多么容

易，又何其不负责任。

这桩凶案的嫌疑人已经落网，正等待法

律审判。对于江歌的母亲，没有人能够替她

选择宽容与否，无论怎么做，都只能是她自己

去选择。至于刘鑫及其家人，我们也不能强

押着他们到江家跪地道歉。在这件事情上，

应当承认我们其实无能为力。我们既不能替

他们的任何一个人作抉择，也不能对尚且缺

乏事实支撑的行为及其心理表现下论断，更

不能为了抽象正义而进行道德审判，煽动这

两个家庭彼此仇恨。

江歌母亲与刘鑫一家的争执，其实是江

歌遇害案的衍生悲剧，让杀人凶手受到法律

应有的惩罚，这才是最大的正义。如果江歌

母亲认为刘鑫对江歌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或许应该尝试走诉讼的方式。否则，在某

些舆论推波助澜下，恐怕无助于消弭怨恨，弥

合伤口。

江歌案不了局
先别急着道德审判

如果江歌母亲认为刘鑫对江

歌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或许应该尝试走诉讼的

方式。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本报评论员
陈进红

我爱故我评
爱上评论

钱江晚报评论公号

2017.11.14 星期二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项向荣 电话：85311303 报料：800005086 23

时评·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