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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私宅藏赃物的女行长
再次敲响
“能吏”腐败的警钟

“最丑建筑”背后的审美困境在哪？
新闻背景

现实中可能没有一
个建筑能有口皆碑，
但是
经过审慎评估的，
被评为
“最丑建筑”的可能性总
要低一些。

近日，2020 年度
第 十 一 届“ 中 国 十
大 丑 陋 建 筑 ”评 选
结 果 揭 晓 。其 中 ，广
州 融 创 大 剧 院 、长
白山天地度假酒店、
广西河池丹泉酒业
文化馆、重庆武隆飞
天之吻、贵州兴义万
峰湖吉隆堡酒店等
建筑上榜。
广州融创大剧院 图据网络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由建
建筑是酒店之类的私属建筑，
如果拥
筑畅言网发起的 2020 年第十一届
有建筑所有权的人，就喜欢这种格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结果近日
调，
别人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揭晓，多地相关建筑上榜。这个最初
而且，
建筑审美正如其他审美一
是同行之间略带调侃意味的评选， 样，并没有什么绝对客观的标准。建
如今已成为各方关注的事件。
筑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埃菲
从媒体发布的画面来看，今年
尔铁塔。这个建筑从方案到落成，始
上榜的这些建筑的确很难说赏心悦
终面临各界如潮的尖锐批评。
大作家
目。比如排名第一的广州融创大剧
莫泊桑和小仲马等甚至曾联名在报
院，大红的建筑堆砌着丝绸、龙凤等
纸发表反对文章，
认为这个建筑破坏
元素，不仅建筑自身看着别扭，和周
巴黎的建筑风格和城市形象。
可是后
边的景致也是格格不入。
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埃菲尔铁塔
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给出差评
成为了巴黎和法国的标志。
容易，要纠正这样的审美，其实挺难
当然，这绝不是说上榜的这些
的。如果是公共建筑，批评者还可以 “丑陋建筑”，过多少年之后也可能
追问程序，
有没有充分尊重专家和民
成为“魅力建筑”。只是提醒，建筑的
众意见，是不是少数拥有话语权的
审美标准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我们
人，做了随心所欲的决策。可是有些
很难武断地去一刀切禁止建成什么

样，而只能更多地呼吁重视。建筑一
旦落成，其生命可能远超一个人，对
这样一种将长久占据公共空间的物
品，在审美上多花一些心思，还是很
有必要的。
有专家把建筑审美划分为三种：
权力审美，
专家审美，
群众审美。
很难
说其中哪一种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之前舆论批评较多的可能是权力审
美，这种审美的隐患，不在于个人品
位，而是可能被腐败绑架。比如有话
语权的人，
可能选择给他输送利益的
方案，
而根本不关心这个建筑到底是
美是丑。
这种把私利凌驾于公共审美
之上的现象，
确实需要警惕。
而专家审美也面临不少争议。
有人觉得设计是一门专业，应该尊
重专家们的判断。可现实中，这些被

评为“最丑”的建筑，多数也是由知
名设计师操刀，是他们放弃专业操
守被“甲方”绑架，还是他们也可能
审美不在线？再或者，是他们的这些
作品审美太超前，普通人跟不上？不
管怎样，这些争议都说明，
“ 听专家
的”
也未必总是靠谱。
最理想的方案，
可能还是综合几
方审美意见，通过程序设定，尊重专
家审美的同时，多吸纳群众审美意
见。一个建筑出现在特定时空，总是
要接受特定时空的审美评价，
与其在
建筑落成后挨骂，
不如提前广泛征询
意见，找到最有共识的审美标准。现
实中可能没有一个建筑能有口皆碑，
但是经过审慎评估的，被评为“最丑
建筑”
的可能性总要低一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守一

叶璇疑讽章子怡？
可以专业批评没必要上纲上线
《上阳赋》只是诸多影视
剧 集 中 的 一 部 ，它 有 创 作 缺
憾，有一定的娱乐性，但上升
至“对家国社会负责任”，对它
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演员叶璇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
观点，批评“老戏骨演玛丽苏剧情的
违和感”，因为带上了《上阳赋》的话
题，被认为她疑似点名暗讽章子怡。
在娱乐形态与社交平台密切交
织的今天，影视演员的一言一行、一
举一动，往往会被代入到他们饰演
的角色里，反过来，演员的角色表
现，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现实生活。无

论是角色演砸了，还是真实人物出
了点小问题，
都会形成一股
“反噬”。
章子怡或正承受着这种“反噬”
带来的苦恼。一方面，她以导师身
份，在综艺节目中对其他演员进行
犀利点评，成就了自己的“专业”形
象；另一方面，在《上阳赋》这部新作
里，角色又少女气十足，天真纯洁，
这种强烈的反差，或许会给社交媒
体上一些被压抑的不满，提供一个
出口，吐槽貌似在批评角色，实际上
指向的是演员本身——尽管章子怡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和她在电视剧
中塑造的角色毫无关联，但一些人
还是能够通过建立某种关联，将矛
头对准那个“专业”
的形象。

“《上阳赋》片方和平台别再消费
我营销‘少女感’了！”——在章子怡
的
“少女感”
成为话题之后，
章子怡作
出如上回应，这样的回应给人以“强
硬”
之感，
却反而带来更多的吐槽。
是
维护自己已经塑造出来的“专业”形
象，
还是按照社交媒体对公众人物的
要求与标准——低调为人，
要么闭口
不说，要么八面玲珑，这或成为了摆
在章子怡面前的一个选择。
而叶璇其实也有着自己的选
择。作为从业者，她应该有自己的专
业态度，不能只以吐槽为乐。叶璇疑
似针对章子怡或其他演员、乃至剧
作本身的批评，最好还是停留在专
业范围之内。而目前她在发表看法

时，还是选择了有些情绪化的表达：
“观众感到违和的其实并不是外形
的年龄感，而是创作者在应该对家
国社会负责任的年纪，仍在传播低
幼的、
只知谈情说爱的价值观。”
可见，叶璇与章子怡之间，算不
上专业层面的碰撞。比起章子怡的
犀利与“强硬”，叶璇“上纲上线”式
的批评，也并不妥当。
《上阳赋》只是
诸多影视剧集中的一部，它有创作
缺憾，有一定的娱乐性，但上升至
“对家国社会负责任”，对它而言是
不可承受之重，没必要为了否定剧
中的某一个角色或某一名演员，而
动用过大的词汇。成 都 商 报 - 红 星
新闻特约评论员 韩浩月

业主安装新能源车充电桩

“扩容费”该不该收？

市发改委：有收费的必要性 但物业需做到
“公开透明”
新能源车是 2020 年的热
词之一，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
市场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超出预
期，
预计达到 130 万辆，
增幅接近
8%，
“2021 年会有更大惊喜，我
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很可能超
过 30%，达到 180 万辆。
”2020
年 12 月 11 日，
在工信部举行的媒
体沟通会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叶盛基表示。
买了车，接下来要解决的
就是充电问题。充电桩进场难一
直是困扰新能源车走进家庭的难
题，其中，电力设备扩容成为热点
话题。早在 2000 年，我国就取消
了电力增容费。
“申请用电或增加
用电容量的用户，除委托供电部
门对其自建供电工程进行设计或
施工之外，供电部门不得再收取
除贴费之外的任何费用。
”
然而，近日，有市民通过成
都市网络理政社会诉求平台反
映，在自己的车位上装充电桩，物
业 提 出 要 收 取 几 千 元 的“扩 容
费”，这样的收费合理吗？安装充
电桩必须交扩容费吗？有无规定
可循？

充电桩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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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交2000，有的交5000
物业：扩容费实际是
“设备占用费”和
“维护费”

31天，整整一个月时间，王女士
士告诉记者，目前小区里只有一家
充电桩的用电伏数来决定。”
最终选择交2000元，为自己的爱车
装了充电桩，也付了扩容费，
“ 我咨
和王女士相比，
家住高新区中德
装一个充电桩。
询过电力部门，
扩容费早就不收了， 英伦联邦小区的余先生为爱车加装
2020年10月搬进位于天府新区
那这2000元用来做什么了呢？”
充电桩付出的价格是5000元。
“总不
的海伦天麓小区后，王女士一直考
2021年1月10日，王女士向物业
能一直在外面充电吧，
外面充电不仅
虑买一辆车上下班用。
“最后选择了
缴纳了2000元扩容费，拿到了“物业
有电费还有停车费，
思前想后咬咬牙
一辆混动车，
省油还环保，
停车位旁
同意书”，1月11日国家电网的工作
就交了”
，
余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并不
边就有一根立柱，用来充电非常方
人员就来到小区安装电表等设备， 了解为什么会有这5000元。
便。4S店方面表示，只要安排好电
预计这两天就能安装充电桩了。
记者致电余先生居住的中德
表、线路，
可以上门免费安装设备。”
记者致电海伦天麓小区物业， 英伦联邦小区楼栋管家欧女士，据
12月10日王女士提车，从那天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建设之
她介绍，这5000元的“扩容费”实际
起，为了充电桩，
她开始了和物业的
初，并未考虑新能源车用电负荷。 上是“设 备 占用费 ”和“维护费 ”。
沟通。
“目前小区是居民用电，
充电桩用电 “以B区一栋为例，目前1-5楼的电
“物业表示，
目前小区的电力负
的负荷并不符合小区居民用电承载
表已经接完了，想再安装充电桩，
载能力是充足的，但是如果大家都
量，
所以涉及到用电增容。
用电增容
必须从更高的楼层接电。因为涉及
开始装充电桩，未来显然会
‘超载’， 费用是根据小区供配电耗损进行收
到扩容，我们需要安装一系列设备
所以装充电桩时会对既有电路进行
取，增容费用主要用于小区供配电
保障用电安全，所以会有设备占用
扩容，需要交2000元扩容费。”王女
设施设备维护，增容费用根据业主
费和维护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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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暂无规范性政策
不同施工情况下，费用不同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目前
针对低压居民用户的增容并不收
费，但用户需要自行承担设计、施
工以及线路耗材费用。
“ 一般来说，
用户提交申请之后我们会上门查
看、审核，视具体情况确定安装方
案。整个安装过程中的设备材料以
及施工费用是业主和施工单位之
间产生的，国家电网方面没有相关
收费项目。
”
那么，小区收取多少“设备安装
费”和“维护费”合适呢？记者咨询了
成都市发改委要素价格调控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
“设备安装费”
和“维
护费”有其收取的必要性，
但物业同
时也需要做到“公开透明”。

编辑 杨珒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研
究过，考虑到目前大部分小区的电
力负载能力有限，伴随着新能源汽
车的广泛使用，必然遇到‘用电容
量不够’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扩
容。在扩容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设
备、维护等环节的费用，而且不同
施工情况下费用并不相同，市发改
委暂时没有出台相关价格规范性
政策。”
但行业内对于“扩容费”
也有不
同意见。成都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
应用促进会秘书长范永军告诉记
者，大多数新能源车安装的“慢充
桩”
功率较低，
使用压力并不大，
“一
个‘慢充桩’的功率在6千瓦到7千瓦

美编 陈亦乐 吴卫 校对 陈婕

左右，
相当于几台空调。
”
有物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成
都正在试点“统建统管”模式，对于
想要安装充电桩的个人居民来说
或许是一种更成熟的使用模式。
“首先是明确了安全生产责任，个
人安装或者4S店安装的话，如果出
现 事 故 谁 来 负 责 ？统 建 统 管 模 式
下，由具备安装经验的公司统一设
计安装，权责清晰。其次，统建统管
避免了无序建设，
防止车库成为‘蜘
蛛网’。最后，统建统管模式通过智
能控制，分时错峰充电，削峰填谷，
降低了用电压力。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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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会好奇，像
王丽这样的能力和职位，为
何还会一步步坠入贪腐深
渊？其实，她的“能吏”角色，
也许能提供某种解释。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
“深度调查”
栏目发布了视频+文字报道
《青海银行原董事长王丽的
“奢侈品”
人
生》，
对王丽案进行了深度剖析。
案件的
主角青海银行原行长、
正厅级女干部王
丽，
此前因涉嫌5宗罪被公诉。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东窗事发前，
王
丽留给外界的印象，还是典型的“能
吏”，不仅“搞钱”能力一流，业务水平
也相当强。作为青海银行的元老级人
物，她带领青海银行从资产规模只有
10 个亿发展到 1000 多个亿，连那些涉
案的金融界顶尖人物都深表佩服。
揆诸现实，类似王丽这样的强人
贪腐案例并不少。
一方面，
他们在所在
的领域，
确实做出了贡献，
并非那种在
其位不谋其政者，
而是有实打实的
“政
绩”支撑；另一方面，手中的权力同样
容易脱缰，
违法乱纪时毫无底线可言。
正如通报提到的，
王丽之所以能够
做出很多成绩，
成为让外界佩服的政界
女强人，
说白了还是因为手握重权，
甚

至
“个人决定重大事项”
。
这种巨大的裁
量权和自主权，
在某些时候，
确实能够
突破僵化的条条框框，
产生意想不到的
成效。
因而，
王丽所取得的成绩，
很容易
让外界将关注点聚焦在她的功绩上，
以
至于哪怕有一些违法乱纪的线索出现，
也可能被耀眼的政绩所
“屏蔽”
。
有个细节值得留意，
在早些年，
网上
就有一些针对王丽的举报内容。
而且，
王
丽滥权妄为的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3 年。
这一年她滥用职权，
违规放贷
3.7亿元，
给国有资产造成巨额的损失。
这样说来，
王丽的贪腐行为多年没
被发觉，
除了隐藏深以外，
跟她的
“能吏”
形象，
无疑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尤其是金
融行业本身有着资金密集型的特征，
看
到那些
“金融大鳄”
出手阔绰的举动，
做
出了一番成绩的
“能吏”
王丽，
难免容易
心态失衡，
权力变现的冲动不断加强。
其实多数时候，
“能吏”
型的腐败，
还是因为在赋予官员巨大自主权的同
时，对过于集中的权力缺少相应的严
格约束。
王丽的落马，
无疑是对强人贪
腐的再次警醒——随着权力运转机制
的不断完善，
反腐败进入深水区，
再能
干、
作出再多政绩的官员，
一旦违法乱
纪，
也早晚会被拿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熊志

道歉当企宣
全棉时代的
“聪明”用错地方
从拍视频广告到几度
道歉，都只把用户当成逐利
的对象，而不是与用户建立
真正平等互利的关系。

体平台十分常见，
且还能获得一个好的传
播效果，
于是全棉时代也伸出了手。
同时，
拍这类广告的企业也并非只有全棉时代，
前不久也出现了其他企业的争议视频，
同
样也是满满的套路。
企业视频广告频频翻
几天前，全棉时代为侮辱女性的
车，
也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
部分
广告致歉，
原以为事已至此，
没想到还
企业在以媚俗的方式，
企图
“收割”
各个群
会
“梅开二度”
，又因道歉冲上热搜。
体的客户。
其实，
想通过走
“偏门”
的方式
1 月 10 日深夜，全棉时代再次发
获取最大的利益，
不仅扰乱了行业生态，
声，为全棉时代广告被指侮辱女性致
也损害了社会道德，
结果自然不能
“让用
歉。然而致歉信仅开头几行为道歉内
户极度舒适”
，
反而引发强烈不适。
容，后文大段篇幅介绍全棉时代创立
从行为来看，全棉时代是重视用
初衷、
专利技术、
质量把控、
原料选材、 户的，
但实际说的却全不是这么回事。
公益活动等，
被网友质疑
“把道歉信写
哪有人道歉时，
想尽办法表扬自己的？
成了广告文”
，引发强烈不满。
说到底，
不过是想借这次致歉，
让自己
近年来，
各大企业一到公关时间，
就
化解危机的同时，还来个翻身，实现
发道歉文，
这已经让网友见怪不怪。
但全棉 “有口皆碑”
的效果。
时代的
“歉意表白”
不走寻常路，
道歉和表
问题是，
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
或
白混搭，
自夸和广告齐上，
让人大开眼界。
许并不在于企业没有危机公关的常
为何敢一而再再而三地
“冒犯”
大众？ 识，而关键在于企业并没有真正尊重
做视频广告之际，
从所售产品来看，
全棉时
用户。
可以说，
从拍视频广告到几度道
代作为一家以生产母婴、
女性产品为主的
歉，
都只把用户当成逐利的对象，
而不
企业，
竟完全没有考虑用户的感受，
令人
是与用户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关系。
匪夷所思。
或许因为这类视频在不少自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黄秋荻

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
聚焦成都“最美基层民辅警”
近日，成都公安 2020“ 最美基层
民辅警”
评选名单出炉。
名单评选出优
秀基层民警、辅警各 10 名，他们长期
扎根基层一线、政治过硬、实绩突出、

群众认可。
这一群人，
在平凡的岗位上
扎根成长，
干出了哪些不平凡的成绩？
记者讲述最美基层民辅警的故事，让
更多人熟悉他们、
了解他们。

民警李柚池
大到治安防范 小到邻里琐事 都亲力亲为
“站住、站住！哪个喊你跑的？”一
天清晨，警察与疑犯追逐场景在华阳
沿河一段上演。眼看着嫌疑人越跑越
远，
女警情急之下脱下了皮鞋，
一边赤
脚追赶，一边大喊“拦住她！拦住她！”
附近的群众一看是熟悉的李柚池李警
官在喊增援，便二话不说帮忙将嫌疑
人抓获。这一幕发生在 2015 年 5 月。事
后，李柚池光脚追赶嫌疑人的事迹迅
速在辖区传开。

李柚池是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
分局通济桥派出所社区警务队民警，
也就是百姓所熟悉的“片警”。
大到治安防范，小到邻里琐事，
李 柚 池 都 亲 力 亲 为 。李 柚 池 结 合 十
余年的基层工作 经 历 ，提 出 由 公 检
法 司 、工 商 、消 协 、城 管 等 部 门 联
合 设 立 常 设 机 构 ，建 立 社 会 矛 盾
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的建议。

民警严剑
把派出所当
“家”的刑侦
“尖兵”
36 岁的严剑从 2008 年开始参加
抓捕现场情况瞬息万变。严剑也
工作，2016 年通过遴选考试加入成都
遭遇过惊险一幕，在对一个偷车团伙
公安，现任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
进行抓捕时，嫌疑人驾车疯狂撞击抓
公平派出所执法办案队民警。
捕车辆，试图逃跑，严剑也受了伤，但
严剑的微信昵称叫
“拼搏”
，
平时喜
最终这个团伙还是全部落网。
欢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工作。
在案发现
工作 4 年多以来，严剑迅速成长
场，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在抓捕嫌疑人
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刑侦“尖兵”，年均
时，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在视频侦查时， 抓捕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200 余名，每
一看电脑就是几天……他从来没有半
周工作时长超 70 个小时，加班最长 40
句怨言，
经常加班就住在所上。
妻子直
余个小时不停歇，是同事眼中典型的
言不讳地说，
他的
“家”
就是派出所。
“工作狂”
和“排头兵”
。

辅警伍培林
以身作则、带头训练的专职辅警教官
2014 年，伍培林正式加入了大邑
公安队伍，迅速成为警务基础知识和
业务技能的能手，
在他的努力下，
很快
成为了大邑县公安局的专职辅警教
官。
截至目前，
伍培林共开展辅警培训
20 余期，
培训辅警 1000 余人。
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
作态度，
吃苦耐劳的精神，
赢得了一致
好评，
成为大邑公安辅警队伍的楷模。
先后荣获 2016 成都市第一期辅警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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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培训优秀辅警学员和优秀辅警教
官；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年被大邑
县公安局评为优秀辅警；2017 年两次
被大邑县公安局嘉奖。
凭借多年的经验，
他摸索出一套特
有的警务技能训练方法，
并且带领着大
家通过行之有效的训练多次在省、
市警
务实战比武中荣获团队嘉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刘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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