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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锐评 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广告

9月6日晚10点多，穿好高速柴
桥收费站减速匝道内，发生了一起车
辆撞护栏的事故。面对民警的询问，
女驾驶员试图辩解，却被儿子无情拆
穿：“妈妈一直在弄手机……”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

为你变：没责任心的父母，开车
玩手机已经很危险了，还当着孩子面
说谎教坏孩子。

田园耕妞：开车玩手机太多太
多，高清摄像头能拍到吗？建议随时
监控罚款。

“我认罚，再也不乱张贴广告
了。”近日，海曙区白云街道某健
身中心负责人赵某经过执法人员
现场教育后，态度诚恳地在处罚
决定书上签字，并通过移动执法
仪扫码支付了 300 元罚款。海曙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中队中队
长邵军平告诉《宁波日报》记者，
城市“牛皮癣”违法当事人之所以
能配合查处，是因为他们协调电
信运营商，将关联手机号停机了。

“牛皮癣”可谓顽疾中的顽
疾。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一
茬又一茬执法人员与之缠斗了多
年，甚至祭出过“呼死你”等大招，

“牛皮癣”却愣是“野火烧不尽”。
其实，普通市民与一线执法人员都
清楚，停机处理最简单也最有效，
但似乎从未付诸行动。其背后是
否真有执法依据不足或坊间传说
的电信部门打“小九九”不愿配合
等因素，就有待“考证”了。

现在，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执法科在研究相关规范文本
后，发现电信运营商是有义务和
权利对涉嫌违法的号码作停机处
置的。经商议后，决定由执法部
门提交涉嫌违法证据至运营商，
电信运营企业启动履行法定义务
和社会责任流程，协助执法查处，
将关联电话号码停机。结果，当
天下午便“立竿见影”，几十年不
治的城市“牛皮癣”，就这样“突
然”找到了给力的解法。

既然如此，同样困扰市民多
年的骚扰电话，是否也可以相互
借鉴甚至“照葫芦画瓢”，找到给
力的解法呢？

骚扰电话是比“牛皮癣”更让
市民防不胜防、烦不胜烦且多年
不治的大顽疾。怎样才能让骚扰
者“我认罚，再也不乱打了”？其
实，按普通老百姓的想法，治理起
来应该同样不复杂，只需找准拨
打者或者背后的“金主”，就成功
了一大半：凡是用电话拨打的就
直接停机；用网络电话拨打的，

“顺藤摸瓜”找到被推销楼盘开发
商或产品经销商，对他们加以约
束就基本 OK。一旦切断了电话
或“金主”的佣金，那些骚扰电话
想不“歇菜”都难。

这或许有“说说容易做起来
难”之嫌，但用停机处理对付“牛
皮癣”被证明“说说容易做起来也
不难”这一“实锤”提醒我们：如果
早点做起来，“牛皮癣”也好骚扰
电话也罢，没准早就被治得服服
帖帖，哪里会成为后来的顽疾？！

治理“牛皮癣”、骚扰电话等
顽疾的经验与教训都告诉我们，
相关部门只要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办法总比困难多。针对法律
依据缺乏的问题，除了“研究相关
规范文本”寻找外，还可以通过有
效的治理探索，推进相关法律法
规的修订。比如近年来面对“救
人者被讹”“正当防卫被苛求”“医
闹”等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通过
上上下下的实践与努力，一些新
规已陆续出台，大大促进这些问
题的解决。怕就怕，面对顽疾沿
用老思路、老办法，甚至畏头缩尾
不作为，如此这般，小问题就会被
拖成老大难，所谓的顽疾也只会
越积越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近年来，自助餐因其就餐环境相对宽
松、选择多样，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
睐。但相较于平常饭店就餐“点多少
付多少”，自助餐餐费固定，吃多少、
拿多少不受限制，更容易产生不必要
的浪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些人认为，反正自己已经提前
付了费，拿多拿少无关他人。还有的
人觉得，别人皆如此，自己也不能少
拿。在多拿多得、拿少吃亏的不知足

“自助餐心态”驱使下，容易让用餐者
高估自己的食量。那些多取的佳肴，
最终只能倒进泔水桶。这样一来，不
仅导致了大量食物资源的浪费，同时
也给环境保护、垃圾处理增加了负
担。除了饭店宾馆，这种现象在不少

开设自助餐的单位也同样存在。
正常的消费应当鼓励，不必要的

浪费必须制止。其实，从个人的健康
角度而言，饮食重在科学搭配、适度
适量，而非没有节制地“多吃多占”。
现在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得了“三高”，
有很多就是“吃”出来的毛病。

自助要“知足”，也要“自制”。要
改变“自助餐心态”，推行“自助餐文
明”，一方面，餐饮企业和单位可以通
过组织“光盘监督员”上岗和张贴宣
传报等形式，督促、倡导用餐者按需
取餐、文明就餐；与此同时，作为文明
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要拿出自觉行
动，坚持吃多少拿多少，吃完后再
取。毕竟，资源是大家的，我们都没
有挥霍、浪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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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有话

三江热议

“牛皮癣”治理有了给力解法
那骚扰电话呢？
胡晓新

街谈巷议 自助要“知足”，更要“自制”
楼越明

9月2日清晨，镇海区庄市街道
鑫隆花园，赶着上班的董女士，与一
只体型健硕的无人看管大狗不期而
遇。接近10分钟后，面对大狗依然
不依不饶的目光，无奈的董女士只得
掏出随身携带的早餐投过去，趁着大
狗转头吃食时，借机脱身成功。

宁波晚报生活号
小徐老师：养狗一定要拴绳，不

管是大狗小狗，这样对谁都好。不
要再说“我家的狗不咬人”“这么小
的狗你也怕”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了！要养就要管好，不要害人害己
又害狗。

“妈妈一直在弄手机！”
女司机撞上高速护栏
儿子一句话揭穿妈妈谎言……

吓人！楼梯口突遇“拦路”狗
宁波一女子被困10分钟！万幸带了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