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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李喆
据央视报道，近日，河北邯郸魏县的
多名货车车主在前往银行办理 ETC 时发
现，自己名下的车辆已经被邯郸多地的工
商银行抢注了 ETC。车主必须要先到工
行，将被抢注的 ETC 解绑后，才能继续办
理 ETC 业务。车主们质疑，当地工行是
如何搞到自己的身份信息的。
推广使用 ETC 是好事，但很显然，出
现
“被抢注 ETC”
这样的事情，
难免会令人
膈应。尤其是，
“被抢注”也就意味着车主
利益在不知情下被侵害，更不排除车主个
人信息遭到了泄露。更须警惕的是，
“被
抢注 ETC”并非只出现在一个地方，前段
时间媒体就曾报道，一些山东的机动车主
反映车牌被冒用抢注，导致本人无法正常
办理的情况发生。
应该说，
ETC 既是事关公众出行的民
生工程，更是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也正
因为有利可图，才导致了相关利益方不惜
动 用 一 切 手 段 ，让 各 类 车 主 注 册 办 理
ETC。比如，各大银行推出前所未有的
“补贴”力度，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支付
巨头也竞相加入“战局”，甚至有些地方还
通过行政手段推广 ETC。
“被抢注 ETC”缘何会出现？且只用
一个车牌号不用车主名字和电话、身份证
信息，就能直接注册。借助媒体报道，各
方也有着自己的解释，最后板子落到了银
行方面。据工商银行邯郸分行负责人表
示，这些车牌信息是员工出去营销 ETC，
都是在停车场、服务区、高速路口，还有车
队，通过亲戚朋友收集的。并表示，已成
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且将坚决纠正存在的
问题，并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而这样
的解释显然难以让人十分信服。
“被抢注 ETC”
直接反映出市场乱象，
没有将好事办好，甚至衍生出“灰色产业
链”，对此绝不能小觑。此前更有媒体指
出，根据当前各大高速公路集团的规定，
ETC 设备实行一车一卡，设备和车辆绑
定，同时无论线上线下办理都必须提供车
辆行驶证、车主身份证和车头照片等资
料，对不法商贩来说，掌握这些资料就有
了贩卖的
“商机”
。
按照国家部署要求，各省要充分调动
各方面资源，大力推广 ETC 应用和服务，
确保今年年底前在籍车辆 ETC 安装率达
到 80%以上，高速公路入口通行车辆 ETC
使用率达到 90%以上。广大群众也是比
较认同的，但是好事还须办好，不能纵容
其中乱象丛生，尤其是对于借助 ETC 旗
号谋不法之利，更须加大惩治力度。故
此，
“被抢注 ETC”
又岂能成难解之谜？

“落叶缓扫”留下
城市唯美秋景
盛会
转眼杭州已入深秋，满城的树叶纷纷
飘落。这两天，杭州少年儿童公园里树叶
慢慢地变成黄灿灿了，公园的小路上也开
始铺上金黄色的落叶。往年这个时候，保
洁阿姨们总会抱怨：这扫不完的落叶啊！
不过，今年少儿公园却打算不扫落叶了，
就当给整个公园盖上一床厚厚的落叶被
子。
（11 月 11 日《钱江晚报》
）
城市落叶归何处？很多地方的通常
做法是将这些散落在城市道路和角落的
落叶都一扫而光，甚至堆积焚烧，让城市
的街道干净起来。但这样做也有不妥之
处，不但加重了环卫工的作业量，而且浓
烟滚滚既不安全又污染环境，让城市管理
留下了一些遗憾。
面对城市街头的片片落叶，能不能有
选择地设置几条落叶景观道，使其成为一
道迷人的景观，供市民和游客观赏，为城
市增添几分浪漫色彩和诗情画意，使都市
人在喧闹中留存一份回归自然的情趣。
杭州的积极尝试，可谓打开了环卫清扫
“人文升级”的一种新思路，
“落叶缓扫”为
城市留下唯美秋景，也彰显了城市管理的
智慧。
由此发散开去，城市的落叶其实有着
很多好的出路。比如，在淄博，树木落叶
已经实现了无公害处理，用于发电；苏州、
成都等地用落叶堆造景观；北京大力倡导
落叶制肥；太原则是先把落叶、树枝进行
粉碎，然后杀菌、除臭、搅拌、冲洗，再经过
发酵，就生成了道路绿化的高效栽培土。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好方法。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落叶虽小，但若放在城市管理和生态循环
的高度来认识，它就是事关绿色城市、低
碳城市建设的大事。希望其他地方也能
创新管理形式，变废为宝，实现落叶的无
害化、资源化开发，让城市的落叶有一个
好的归宿，使我们生活的城市充满绿色、
低碳、
美丽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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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抢注 ETC”
别成难解之谜

景区大整改后还需“深整治”
文化和旅游部今年部
署开展了文化和旅游市场
整治行动、A 级旅游景区
整改提质行动。近日文化
和旅游部召开文化和旅游
市场整治暨景区服务质量
提升电视电话会议，通报
“体检式”暗访评估等有关
情况。市场整治行动期
间，全国共检查经营单位 52 万余家，责令
停业整顿 715 家，吊销许可证 113 家。在
景区整改提质行动中，全国复核 A 级旅游
景区 5000 多家，1186 家景区受到处理，其
中 405 家受到取消等级处理。
今年以来，各级各地旅游主管部门对
景区的整治力度明显超过了往年。2018
年，全国 200 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受到取消
等级、降低等级、严重警告、警告等处理。
而在今年，现在离年底还有一个多月，仅
受到取消等级处理的景区就多达 405 家，
堪称前所未有的
“大整改”。
上述数据反映出整改的总成绩，其实
个案整改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山西乔
家大院今年被“摘牌”后，暂停运营 10 天
进行整改，受到省、市、县三级政府高度重
视，不仅过度商业化等长期问题得到整
改，而且相关领导被约谈继而公开道歉。

长期以来，对问题景区的整改虽然以问题为导向，但
基本上以治标为主。比如对于景区过度商业化，
整改主要
是取缔商业区和广告，
并没有触及问题核心。一些地方景
区过度商业化的根源，主要在于旅游开发体制机制混乱，
大整改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理顺旅游开发体制机制，激发
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类似整治显然是公众希望看到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具有很强的出游
意愿，也有较强的旅游消费能力。数据显
示，2018 年我国人均出游达 4 次，国内旅
游人数超过 55 亿人次，今年旅游人数只
会更多。但部分景区服务质量与游客期
待差距较大，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只有对
景区特别是问题景区进行大整改，才能有
效提升游客体验。
对景区进行大整改，有助于促进旅游
业大发展。尽管旅游业各项数据每年都
保持较快增长，但如果景区服务质量更
高，可以说旅游人数、旅游收入、旅游对
GDP 综合贡献成绩单一定比现在更漂
亮。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景区服务

好，
更多游客才愿意旅游消费。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全国复核 A 级
旅游景区 5000 多家、1186 家景区受到处
理，如此大整改抓住了进一步发展旅游业
的“牛鼻子”。只有通过大整改全面提升
景区服务质量，才能对国内外游客更有吸
引力。不过，景区大整改如何深入推进，
又是一个新命题。
比如，大整改如何保持连续性值得思
考。今年市场整治行动期间，全国共出动
执法人员 120 余万人次，检查经营单位 52
万余家，立案调查 8300 余件，罚没款 4100
余万元……有关方面整治态度值得赞赏，
但能否每年都保持这样的执法强度，对各
地执法部门是一个严峻考验。

暖气片是全面小康的一支温度计
有人说“温饱温饱，北方入冬，才知道
温在饱的前面不无道理”。正在入冬的北
方城市，要守住卧室、起居室及卫生间不
低于 18℃的供暖标准，同时直面新需求，
满足人民群众对温暖过冬的美好向往。
室内温度计，是一部变迁史。北方冬
季供暖标准温度，从≥16℃提高至≥18℃，
是最近十来年的事。直至新中国成立，我
国九成以上人口采暖依靠柴火、秸秆、干
牛粪等。1949 年中国煤炭产量才 3000 万
吨，全部拿来给全国人民烧饭，只够用一
个月。随着大规模工业化，我国煤炭产量
一路攀升，普通中国人终于用上了煤。最
近 30 年 ，我 国 一 直 是 世 界 第 一 大 产 煤
国。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蜂窝煤取代
煤球、低硫煤取代散煤。新世纪以来，煤

铺逐步退出城市，
“煤改气”
“煤改电”从城
市到乡村大规模推进。冬天更温暖了，也
更洁净了。
全球同纬度地区，我国是冬季最冷的
国家之一。由于青藏高原挡住印度洋气
流，我国冬季冷空气大多从北冰洋形成，
经过西伯利亚加强后以寒潮形式侵入，我
国冬季气温明显低于同纬度地区：东北比
同 纬 度 低 14℃ 至 18℃ ，黄 河 中 下 游 低
10℃至 14℃，长江中下游低 8℃，就连华
南沿海地区也低 5℃左右。漠河 1 月平均
气温低至-30.9℃，同纬度的利物浦在 4℃
以上。三九严冬，解决亿万中国人过冬取
暖问题，新中国做到了，而且一定能做得
越来越好。
柴不如煤、煤不如气。随着火红的

煤炉成为几代人的温暖记忆，新时代人
民群众也就有了比≥18℃更高、更多的要
求。从城市供暖收费改革到人居分散的
农村采暖现代化，从“看纬度”改成“看温
度”的南方采暖问题，到老城区供暖管网
改造问题，直到酷寒地区冬季标准室温
能不能≥20℃等等，每至入冬，供暖问题
都会“槽点”频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槽点”是对办法的呼唤。人民群众严冬
“不挨冻”，有对高质量供暖的向往，内在
于高质量发展要求。
大国取暖，头绪万千。我国北方集中
供暖体系是按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市场经济转型，新时
代又增加了节能减排刚性要求。室内要
温暖、室外要蓝天，以顶层设计推动基层

对于公众来说，当然希望年年都有
大整改，但需要制度、机制、人力、物力
提供支持。今年，是通过“体检式”暗访
评 估 来 治 理 ，这 种 方 式 需 要 坚 持 。 此
外，提升景区服务质量能否与游客体验
有机结合起来值得思考，若以游客体验
作为治理标准，既省治理成本又体现游
客至上。
大整改能否向深层次问题“动刀”？
长期以来，对问题景区的整改虽然以问题
为导向，但基本上以治标为主。比如对于
景区过度商业化，整改主要是取缔商业区
和广告，并没有触及问题核心。一些地方
景区过度商业化的根源，主要在于旅游开
发体制机制混乱，大整改的最终目的，应
该是理顺旅游开发体制机制，激发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所以，景区大整改之后还需要进行
“深整治”，从监管体制到运营体制都需
要深化改革。否则，大整治之后一些景
区既有可能重犯老毛病，还有可能滋生
新问题。这只会让监管部门陷入疲劳作
战，也会让游客对景区服务质量提升缺
乏信心。
景区如何进行“深整治”，既需要顶层
设计和顶层推动，也需要各地政府部门和
旅游景区积极探索锐意创新。

新华社记者

之前，很多人应该有电视直播的印象，那
时候打开电视机，简直被各种电视直播频
道所绑架。当年的电视直播没有产生类
似现在的薇娅、李佳琦等直播一姐一哥，
但从其所占有频道之多，就可知其也是风
生水起。可是，现在的电视直播呢？勉强
留下几家，
也是风光不再。
从本质上讲，直播带货与电视购物又
有什么区别？有人一再讲薇娅、李佳琦等
主播的个人影响力，但一个问题是，在他
们没有成名之前，影响力又从何而来？当
年的电视购物，主要靠的是主持人的声嘶
力竭，营造出了一种夸张氛围，从而让群
体心理学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而现在
的网络直播，何尝不是如此。大量的主
播，依然走着过去电视购物的老路，如果
抛开网络，剥离主播这个标签，简直让人
怀疑回到了过去。
直播带货的成功离不开两点：一是通

过夸张刺激的宣传形成眼球效应；二是激
发跟风消费的懒人效应。而这两种效应的
产生和激发，
都有着一种挣快钱的味道，
由
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直播带货在风生水
起的同时也是风声鹤唳。比如媒体报道
的，薇娅因直播言语不慎 引 发“ 粉 圈 互
掐”
，
李佳琦的
“不粘锅”
变成了
“不！粘锅”
，
张雨晗号称粉丝量近 400 万实际带货量为
零……可以看出直播带货的水有多深。
现在直播带货正处在风口浪尖，作为
一种新业态，对其抱有越大的期望，越要
把问题想在前面，防止可能的翻船。在这
方面，电视直播可谓提供了前车之鉴。任
何一个行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都要靠
内涵支撑。而内涵，是包括商品质量、诚
实守信的一套完整体系。不要看直播带
货现在势头很猛，其实根基发虚，一旦问
题发生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当消费者感受
到自己被愚弄和欺骗时，就很有可能甩袖

王立彬

实践，多年呼吁的供暖立法时机已经成
熟 。 丹 麦 1979 年 通 过 第 一 部《供 热 法
案》，石油危机后德国推出第一部《节能
法》和《保温条例》，
俄罗斯 2010 年实施《供
热法》等，世界采暖大国经验表明依法供
热的迫切性和有效性。供暖保障既是民
生又是国计，要通过立法，明确政府权力
与责任、企业权益与责任、个体权利与义
务，统筹效率与公平，兼顾生产、生活、生
态，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为困难家庭提供
采暖保障，供暖时间、供暖标准、供暖界线
等问题都可以在实践中依法、
有序解决。
暖气片就是全面小康的一支温度
计。冬天的城市，冬天的乡村，都应当温
暖、洁净而舒适。我们希望为此而自豪：
冬日的中国，
暖洋洋的。

直播带货不要走上电视购物老路
一年一度的购物节“双 11”再度落下
帷幕。不少消费者踩着零点的“钟声”抢
购，包括 5G 手机、高端家电、服饰等都是
热门品类。和以往不同的是，
“直播带货”
火了，
天猫
“双 11”
淘宝直播的爆发成为品
牌最大增长点，超过 50%的商家都通过直
播获得新增长。开场仅 1 小时 03 分，直播
引导的成交就超过去年“双 11”全天；8 小
时 55 分，淘宝直播引导成交已破 100 亿。
(11 月 12 日《北京青年报》)
看到这样的数据，很多人表示“惊呆
了”。此前早就听说过直播带货很热，也
有数据显示，
2018 年淘宝直播平台带货销
售额超过 1000 亿元，同比增速近 400%，但
不少人还是将信将疑。而这个
“双 11”
，
让
直播带货完全走到了前台。
虽然打着互联网的旗号，赶上了直播
的时髦，但直播带货其实并不能算是太阳
底下的新鲜事物。在互联网大面积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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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杉

而去，正应了那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
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
现在，直播带货对于主播的依赖性
较大，有很多人把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
方案都推给主播。确实，主播当自律，要
认识到维持个人诚信品牌的重要性。可
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主播都有在闹市
坐得住的耐心，而一两位主播的坚守也
未必能够抵抗得了大潮的退去。在这样
的背景下，既需要监管部门畅通投诉渠
道，更需要平台承担起把关责任，遏制买
粉丝、买评论、虚构成交量、为劣质商品
代言等现象，确保直播带货在阳光下运
行，能够可持续发展。
有人调侃，
现在直播有点蔫了，
直播带
货却火了。互联网创造了太多的奇迹，希
望直播带货看看前路，
想想后路，
不要走上
电视购物老路。要从一开始就走上内涵发
展的道路，
真正把诚信作为命根子。

岂能将校园欺凌轻描淡写为“闹着玩”

史洪举

河南禹州的李女士在一个多月内发
现，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眼睛里冒出小纸
片！医生从她眼里取出的小纸片多达几
十张！而这些纸片是被同校男同学塞进
眼睛的。学校王校长承认确有此事，但表
示这只是孩子间的玩闹，没有恶意。昨
天，禹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对此事进行
了通报，经几方协商一致，各自按照应当
承担的责任签订了赔偿协议。肇事学生
家长对受害方家长当面赔礼道歉，并取得
了受害方家长的谅解，鉴于涉事学生比较
年幼，以批评教育为主。
俗话说，
“ 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如果
谁的眼睛里不小心进了沙子或微小的尘
埃，都会难受至极。这说明眼睛是极其柔
嫩的器官，经不得任何伤害。虽然这属于
发生在小学二年级儿童之间的恶作剧，但
足以说明行为人有着明显的欺凌恶意。
而作为监管者的校园，显然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绝不能以“没有恶意”模糊应负的
责任。
作为七八岁的儿童，虽然对很多事物
的认识不全面、不客观，判别是非对错，拒
绝陋习的能力较差，但其显然已经有了初
步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能够认识到何谓
对，何谓错。具体到此事件中，七八岁的
儿童再不懂事，也应该清楚欺负他人是不

对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应该都向其
传输过相应常识。
遗憾的是，这些儿童能够在短短一
个月时间内往同学眼中塞入几十张纸
片，足以说明其家长疏于管教，没有对子
女进行过有效的关爱他人和敬畏规则方
面的教育，以至于这些小孩多次实施如
此残忍变态的恶行。要知道，往儿童眼

中塞纸片的行为性质，与殴打、谩骂他人
的校园暴力没有本质区别，其给被害人
带来的心理阴影和身体伤害难以在短时
间内恢复。
尤其是，此事件之所以发生长时间持
续，与涉事学校的教育缺失、监管缺位也
不无关系。根据有关规定，接收未成年人
尤其是不完全行为能力儿童的教育机构，

对儿童在校期间负有完全的监护、托管责
任，充当着“临时父母”的角色。作为学
校，理当密切关注在校儿童的一言一行，
及时发现儿童言行方面的问题并及时教
育、疏导，纠正其心理方面的问题和行为
方面的谬误。
从涉事学校校长的回应看，其显然没
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而将这一发生
在低龄儿童间具有校园暴力倾向的恶行
轻描淡写为“没有恶意”。如前所述，即便
如七八岁的孩童，除非是智力障碍，否则
都能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明显的对错，起码
能意识到不能欺负他人。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规则意识更应从
娃娃抓起，而不能欺负他人是最应该掌握
的基本规则。涉事学校理当尽快纠正这
种漠视校园暴力的错误教育观，协调肇事
儿童家长尽到相应的赔偿安抚工作。同
时健全校园监护机制，尽早发现并处理校
园欺凌和校园暴力，莫让幼小的心灵受到
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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