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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成都开了一家
“脱单便利店”，掀起“爱情买卖
潮”。花29.9元投放服务费就
可以将自己的信息存放在胶囊
中，花3元就可以拆开胶囊获
取别人的信息和联系方式。

9月12日《成都商报》

大城市集聚着更多机会和
资源，也面临着激烈的婚恋竞
争。融入城市除了一份赖以为
生的工作、带来安全感和归属
感的房屋，还需要“择一城遇一
人”。如果说在上海等地出现
的“白发相亲会”是焦虑的父母
们的“自我救赎”，“脱单便利
店”则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帮
助消费者打破婚恋困境。

“脱单便利店”本质上提供

的是一种信息服务，有助于打破
单身男女的信息不对称；“脱单便
利店”起到了“结构洞”的作用，让
两个难以发生直接联系的陌生人
可以产生直接的社会互动。“脱单
便利店”具有红娘的部分功能，起
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与传统的“红娘”相比，“脱
单便利店”最大的好处在于一
次性可以购买多条信息，满足了
一些人“撒网捕鱼”的利益诉
求。但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脱单便利店”既能够提供多样
化的单身男女信息，能够提升婚
恋进入的概率，也面临着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的风险。如果“脱
单便利店”只是提供信息资源的
平台，却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审核
机制，就容易被人“钻空子”。“脱

单便利店”不妨学习借鉴杭州金
牌红娘金大姐的经验，对相亲对
象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房
产证等进行甄别，从而避免“浑
水摸鱼”的风险。

父母代为上阵的“白发相
亲会”，线上线下免费提供相亲
服务的“公益红娘”“网络红
娘”，收取一定费用的“脱单便
利店”，“脱单”承载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需要多
管齐下来破解公共问题。“脱单
便利店”并没有原罪，就像信息
本身是客观中立的，关键是如
何用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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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宁波宁海法院聚焦老年
人诉讼中的难点和痛点，提供
各种适老诉讼服务，努力让他
们感受司法的温度。他们从
完善诉讼服务大厅硬件设施
入手，在大厅窗口配置老花
镜、大字体诉状模板、轮椅以
及急救箱等便民设施，并改造
提升更多智能化适老产品和
服务。他们还对服务大厅里
的智能显示屏进行改进，在操
作界面的字体大小、按钮的简
单化等方面下功夫，以满足老
年人的需要。

9月13日《宁波日报》

据统计，今年以来，宁海法
院共调解成功 83 起涉老年人
的劳务合同纠纷、生命权、健康
权等案件，共对 102 件涉老年
人案件作出确认裁定。这些案
件的办理采取的都是“适老模
式”，从案件的受理到案件的判
决，都让老人感受到了温情。

推行“适老诉讼”服务模
式，是老龄时代的现实需要。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代，

在各种场景中，都会遇到“老人
办事难”的情况。其中主要的
原因在于，一个方面是，老人的
理解能力降低，不管是听力还
是视力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问
题；一个方面是，老人面对各种
新设备、新服务还不能跟上时
代的节拍，面对“数字鸿沟”不
能跨越。这个时候，不仅需要
提升老人的生活能力，更需要
在公共场所保留“传统的办事
模式”，让跟不上时代的老人不
至于“无所适从”。

就像宁波的这家法院，他
们为了让老人“办事不再难”，
就在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推行
了“老年模式”：在实现立案、缴
费等已全面智能化的情况下，
宁海法院为老年人保留了现场
立案窗口和诉讼费现金缴纳窗
口，并提供立案资料的代为扫
描、上传等服务。针对老年人
诉讼能力相对欠缺的实际，该
院还配备专人提供诉讼指导。
此外，在大厅窗口配置老花镜、
大字体诉状模板、轮椅以及急
救箱等便民设施，并改造提升

更多智能化适老产品和服务。
还对服务大厅里的智能显示屏
进行改进，在操作界面的字体
大小、按钮的简单化等方面下
功夫，满足了老年人的需要。

这种案件诉讼服务的“老
年模式”值得复制推广。法院
系统不妨将“老年模式”扩大
化，将这种便民的经验、便民的
措施，在所有法院都推广开来，
实现为老人服务的更进一步，
更加贴心。

延伸了来说，不仅是案件
办理需要“老年模式”，所有公
共场所，都应该将“老年模式”
作为服务的标准配置，在使用
了“现代科技”之后，需要给“传
统模式”留下一席之地。一个
方面是，要保留“人工办事窗
口”，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
人提供服务；一个方面是，需要
对智能设备的显示页面进行技
术改造，比如“大字版”“简化
版”等等。

总之，像医院交费、法院办
案、便民大厅等等公共场所，都
应该推广“老年模式”。

让“老年模式”成为公共服务标准配置
郭元鹏

三江热议

文创月饼
别为了“颜值”丢了味道
郝冬梅

“月饼大战”早已启幕。一片“硝烟弥
漫”中，今年的宁波月饼消费市场，“博物馆
文创月饼”可以说是拔得了头筹。结合藏
品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国潮设计元素，今年
全国多个博物馆集体推出文创月饼，款款
堪称“月饼界天花板”。宁波消费者表示：
颜值高不是唯一标准，味道好才会回购。

9月13日《宁波晚报》

今年“文创月饼”的市场之争，可以说是
硝烟弥漫。三星堆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国家
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文
化机构，纷纷和餐饮品牌、酒店、零食销售商
等合作，推出了多款博物馆联名款月饼。

而这些“文创月饼”所带的文化气息也
是越来越浓。仅仅从名字上来看，就是十
分迷人的：“花间月下”“好柿连连”“荷塘月
色”“良风有信”等等；造型上更是美轮美
奂，有的还附送《桂芳月兔》包裹布，可做小
披肩，礼盒中内置LED灯可作小夜灯。

但是，“好吃”才是月饼最该有的属性，
而“好看”与“好吃”相比，显然“好吃”更为
重要。

其一，需要“防止浪费”。月饼是特殊
的食品，仅仅中秋前后才有市场，而眼下的
月饼生产企业众多，不仅是食品企业参与
其中，很多地方的博物馆、文化馆也参与其
中，导致了“月饼市场的供大于求”，这一定
程度上也是“舌尖上的浪费”。

其二，需要“简化包装”。“文创月饼”的
外部包装基本上都是十分复杂的，把包装
当成了制胜的法宝。这样的包装其实有违

“包装简约”的倡导。因此，可以在包装设
计上多动点脑筋，但是不能出现“买椟还
珠”的现象。

其三，需要“口味为先”。近年来民众
对于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未来
中国月饼市场行业总体规模将保持上升态
势，预计2021年中国月饼销售规模达218.1
亿元。这是传统食品发展的机遇期，可是
说到底一款月饼能不能真正受到市场欢
迎，能不能“明年一样能月圆”，实现长久的
发展，重要的在于“口味的研发”，只有不脱
离“好吃”这一基本属性，“文创月饼”才能
有美好的未来。

街谈巷议

“脱单便利店”
快餐化婚恋服务的机遇与风险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