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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台风天的外卖服务定个规则

白

话广州

丝雨晴烟看双桥

市

民论坛

如此“快递盲盒”

暴露“法盲”本质

热

点观察

新

华热评

扎实做好环保督察的“后半篇文章”

校外培训加剧无序竞争与教育不公

点

击广东

对于那些完全以牟利

为目的的资本进入教育，

西方国家有着严格要求与

监管， 上市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但在中国，这些钱基

本成了股东的利润， 上市

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获得

更多利润， 于是不少校外

培训机构都办成连锁店。

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成

为资本眼中充满诱惑的肥

肉。

资本在逐利本能驱动

下搅乱教育市场的同时，

也大幅提高了大量家庭的

经济负担。 阻断逐利资本

侵入义务教育， 已经迫在

眉睫。如很多人所预期的，

这次的“双减”政策对校外

培训机构下了禁令。 但笔

者想提醒， 禁止上市不等

于不支持社会各界参与教

育， 国家禁止的是以逐利

为目的的资本介入。

———环球时报：《坚决

阻断逐利资本侵入义务教

育》

对于学生来说， 线上

培训机构的“拍照搜题”功

能越便利高效， 越容易诱

惑一些自控力较差的学生

放弃思考，助长其惰性，将

此当成“抄作业工具”。 好

的教育不是只教给学生答

案， 还要予以获得答案的

“钥匙”———独立思维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创

造能力。 而“拍照搜题”却

迎合了应试教育的短板：

只在意标准答案， 以省却

独立思考的方式， 扼杀学

生的多方面能力。 长此以

往，不光会影响学生个体，

还会影响社会人才的培

养。

———新 京 报 ： 《禁 止

“拍照搜题”， 保护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

自愿原则在慈善法中

不断被强调， 为的是慈善

事业的长久发展， 而不能

混淆概念， 将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大小与捐助金额生

硬比较、混为一谈。一些自

诩正义的刷屏和羞辱行为

实际已经构成网络暴力，

涉嫌犯罪。

———检察日报：《践踏

自愿原则的逼捐于法不

容》

◎

木木 辑

7月25日，一名微博网

友发布的视频引发热议。

视频中， 一名头戴蓝色头

盔， 非机动车后携带蓝色

箱子的驾驶员在机动车道

上摔倒，电瓶车横倒在地，

驾驶员自己似乎也摔得不

轻， 坐在地面上缓了很长

时间。 伴随着台风“烟花”

的登陆， 据中国天气气象

分析师胡啸分析， 上海将

承接“烟花”最强风区，外

卖骑手、 送菜小哥们在维

持市民生活必需的同时，

也面临着潜在的危险。 澎

湃新闻记者在微博上发

现，不少网友呼吁，在台风

天或可减少外卖点单数

量，如果一定要点外卖，也

请外卖小哥首先注意个人

安全（澎湃新闻7月26日）。

极端恶劣天气里，外

卖骑手、送菜小哥们如果照

常工作，必然会面对着潜在

危险，轻则身体受伤、车辆

受损，严重可能导致伤亡事

故。 不少网友呼吁，在台风

天倡导外卖服务“少点勿

催”， 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极

端天气下外卖服务人员的

体恤与人性化关怀。

不过， 保障外卖服务

人员的人身安全， 仅有倡

导是不够的。 如果站在劳

动保护的角度出发， 台风

天特别是处在强风区，就

有必要作出对户外工作者

最有利的选择， 保证他们

的人身安全。因此，有必要

给台风天的外卖服务定个

规则，给行业、社会与消费

者提供明确的遵循， 避免

只有社会文明一个纬度来

模糊调节。

首先， 台风天是气象

灾害， 户外劳动作业属于

应急管理的范畴， 外卖行

业应当比照建筑等行业，

在强风经过的区域暂停作

业，以保证劳动者的安全。

相应的外卖、 同城配送等

平台， 要建立应急响应机

制， 根据应急管理部门的

预警， 在规定的时间暂停

接单服务， 作为平台管理

的标配。

其次， 外卖平台有必

要完善极端天气配送服务

管理办法，将台风、大雨、雾

雪等气候条件下，对配送难

度、配送效率的影响综合考

量，如延长配送时间、包容

用户服务差评，并在消费者

点单提交前予以提前告之，

给可能服务延时的纠纷打

心理预防针，消除赶时间可

能加剧的安全隐患。

第三， 建立极端天气

外卖服务包容的文明规则，

以扩大共识。极端天气谁都

不便利， 社会群体之间应

当相互理解、体谅，比如外

卖，完全可以“少点不催”，

甚至是不点。 特别是台风

天， 在很多地区具有规律

性，台风天“足不出户”，生

活讲求“自给自足”，可以

根据台风预警， 及时备足

生活物资， 减少对社会生

活服务的依赖。 并且，台风

天待在家里或者单位，减省

了出行的时间，节奏会变轻

松， 自己制餐不但可行，还

会增加生活情趣。

◎

木须虫 公务员

最近广州蓝天白云，市内

多家媒体都做过报道。 依家嘅

广州，处处入景，如果好似以

前咁评选“羊城八景”嘅话，睇

怕大家会有选择困难症，唔知

拣边个好喇。

评选羊城八景， 可以话系

历史悠久。有几悠久呢？最早可

以追溯到宋代。宋、元、明、清都

有唔同版本嘅“八景”，新中国

成立之后，又多咗几个版本。无

论乜嘢时候，版本变换，都有城

建嘅功劳。但如果细读，大家会

发现，各个年代嘅“八景”大致

相当， 有新加入嘅亦都有“长

驻”嘅，比如白云山、越秀山、珠

江，都系“八景”嘅常客。

但偶尔间，会有啲新成员

令大家眼前一亮，仅出现一次

就令人难以忘怀，譬如“双桥

烟雨”。“双桥烟雨”系指荔湾

区大坦沙岛同珠江大桥东西

桥合起身嘅景象，只有一次入

选“八景”。 佢靓喺边呢？ 昔日

粤曲小调曾有旁白赞过：“春

到羊城分外娇，新栽松柏万千

条。 江山胜景描难尽，丝雨晴

烟看双桥”。 就系呢个景色，因

为依家再不复见，成为好多人

心里边嘅乡愁。

可能系因为仅此一次入

景，消失之后就更加难忘。 所

以依家荔湾不遗余力咁重新

打造呢一处胜景，可以话系弥

补咗唔少人心里边嗰种浪漫

嘅遗憾。 ◎

李月婷 媒体人

近期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完成了对 8

省区的督察反馈，8 个省

区正在组织制定整改方

案并推动整改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徐必久 26 日在生态环

境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发现和曝光问题只

是手段，整改才是目的，

各地要扎扎实实做好督

察的“后半篇文章”。

自 2015 年督察试点

以来， 群众举报的 23.7

万余件生态环境问题，

绝大多数已办结或阶段

办结。 第一轮督察及“回

头看” 共明确 3294 项整

改任务， 截至目前完成

比例超 90%。这意味着一

大批生态环境问题得到

解决， 督察整改的成效

总体明显。

然而， 一些地方和

部门仍存在敷衍整改、

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等

问题， 还有的地方出现

整改反弹、 整改不到位

等问题。

究其原因， 思想上

认识不到位仍是最主要

因素。 有的地方整改工

作要求不严、标准不高。

还有的地方存在侥幸心

理， 认为督察是“一阵

风”，在推进整改时着力

不够、敷衍应付。 有的地

方一些好改的、 容易改

的问题改了， 但对一些

难度大、矛盾多的问题，

却推三阻四、束手束脚。

督察整改打折扣 ，

最终影响的是当地的生

态环境质量， 影响的是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扎实 做 好 督 察 的

“后半篇文章”， 首先要

提高认识， 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重视生态环境，

才能推动相应部门采取

更加有力的举措， 实际

解决问题。

扎实 做 好 督 察 的

“后半篇文章”， 要层层

压实责任， 督促抓好整

改方案落实。 各地对自

己存在的问题和整改进

度要心中有数， 并通过

对外公开整改方案、整

改落实情况等， 回应群

众关切，接受社会监督。

扎实 做 好 督 察 的

“后半篇文章”， 尤其要

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

义 、 官僚主义问题说

“不”， 将整改的功夫下

在平时， 那些临时抱佛

脚的“小聪明 ” 不要

耍！

◎

高敬 新华社记者

南京疫情的传播链

再延长。 在广东， 继中

山确诊 1 例本土关联确

诊病例之后， 7 月 25 日

0-24 时，

“珠海新增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

1

例 ，

为南京返粤人员 ”

（广

东省卫健委官网 7 月 26

日）。 在人口流动常态

化的当下， 个人守土有

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毕竟， 官方的防控措施

再严密， 仍离不开个人

的配合。

疫苗接种仍需继续

推进。

“广东新冠疫苗

接种突破

1.5

亿剂 次 ，

12-17

岁人群接种工作

已全面启动 ”

（《羊城

晚报》 7 月 26 日）， 是

一个新突破， 但离“应

接尽接” 仍有距离， 需

继续努力。

说起来，

“广东医

改再获国家大奖 ， ‘组

团式紧密型帮扶助力大

病不出县 ’ 入选十大新

举措 ”

（《信息时报》 7

月 26 日）， 是又一个突

破。 医改减负、 便民，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相信 ， 只要永葆责任

感， 医改必将不断取得

新成果。

为学生减负同样需

要责任感。 中央“双减”

政策便体现了这样的责

任感。 据报道，

“广州校

外培训机构 ： 有的整合

优 化 校 区 有 的 探 索 转

型 ”

（《南方都市报》7 月

26 日）。 应该说，素质教

育是校外培训的重要发

展方向。 如果集中于学

科培训， 不仅增加了学

生课业负担、 身心负担

与经济负担， 而且加剧

了无序竞争与教育不

公。 有钱的孩子能接受

更好的校外补习， 没钱

的孩子要么不补习，要

么选择廉价补习班。 总

体来说， 校外培训机构

渲染“您来，我们培养您

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

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

的口号， 是赤裸裸地制

造焦虑，性质十分恶劣。

转型， 是他们的必然选

择。 ◎

王川 教师

近来， 在一些电商平台，

由多个未拆封快递件组成的

快递盲盒受到一些消费者追

捧。 一些买家表示，盲盒里的

每个包裹都带有快递原件的

包装， 来自不同快递公司，且

每个包裹上都印有原收件人

的完整信息。 律师指出，他人

快递包裹被当作盲盒出售，泄

漏了个人隐私，也给一些不法

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工人

日报》7月26日）。

如报道所示，一些号称因

买家退货、无人认领等原因的

快递， 被冠以盲盒的名号，在

电商、 短视频平台上售卖，10

个快递9.9元，1公斤快递24元

……此类“快递盲盒”的价格

普遍不高，在“捡漏”心理的驱

使下，不少消费者纷纷购买。

正所谓， “从南京到北

京， 买家没有卖家精”。 “快

递盲盒” 拆出来的大多是一

些价值不高的小物件， 甚至

不乏过期或不合格商品。 有

业内人士一语中的： 消费者

抱着赌博心理购买的快递盲

盒， 变成了商家清库存的手

段和噱头。 有的商家专门贴

上虚假的收件人信息， 假借

“快递盲盒” 的概念卖货。 不

过， 商家小算盘打的哗哗响，

殊不知已触犯法律。

《快递暂行条例》规定：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私自开

拆、隐匿、毁弃、倒卖他人快

件， 违反者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即使

是确实无人领取的无主快递，

也不能随意处置。国家邮政局

《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邮件管

理办法》 对此有专门规定：无

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邮件在

保管期限内，邮政企业应妥善

保管，不得泄露用户的通信秘

密；不得抽拿、隐匿；不得私自

开拆处理和销毁。无法投递又

无法退回的信件，自省级邮政

企业确认超过保管期限又无

人认领的，由省级邮政企业在

省级邮政管理机构的监督下

销毁。

在“快递盲盒”出现之前，

无主快递被随意处置的现象

就时有发生。基于快递盲盒中

商品品类的不确定性，快递包

裹被随意出售，容易引发消费

纠纷。 与有形的商品价值相

比，连同快递盲盒一起出售的

收件人个人信息，是当事人的

隐私，属无形资产。

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

法》第四十六条，未按照规定

处理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寄

件人的快件的，由邮政管理部

门对快递企业处三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关部门应依法叫停

“快递盲盒”，对于“法盲”企业

予以处罚，通过以案普法提高

广大快递企业的法律意识。

◎

张涛 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