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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岚

近日，四川宜宾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白色共享汽车突然冲过防护栏
蹿到对侧车道，与一辆行驶中的白色
别克轿车和一辆电瓶车相撞，共享汽
车几乎变形，别克轿车受损程度也不
轻。此后，别克轿车当事人的亲属发
布了一篇网帖，内容显示，当事人需
要 8万余元手术费，但肇事方一次性
拿不出那么多钱，共享汽车公司的工
作人员却称“麻烦你们告赢了再过来
要钱”……

共享汽车突然冲过防护栏蹿到
对侧车道把其他车辆掀翻，其责任不
言而喻，完全可以说是“肇事”。虽然
从目前来看，肇事司机有驾照，当时
的驾驶者也是其本人，不存在资质问
题，所以共享汽车运营一方并无明显
过错。但是事故发生后，正常行驶的
受害者住院手术，为共享汽车投保交
强险的运营方，显然应该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配合伤者获得交强险的赔付
来支付医药费。

关于交通事故的赔付问题一直
都是难点，所以此前才发生过女司机

“教科书式耍赖”的事件。而共享汽
车驾驶员肇事后司机本人“赔不起”
的情况，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就让正常行驶、
无辜受害的一方为医药费犯愁吗？

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共享汽
车运营一方显然还有更多的工作可
以做。其一，在交强险、第三者责任
险的赔付上，运营者应该和保险公司

配合好，遇到事故责任清晰，显然是
一方过错的情况，就应该全额“秒
付”，让受害者可以安心治疗。

其二，因为共享汽车缴纳的押金
有限，无法确保使用者在出事后有经济
能力进行赔偿，所以运营方为了保险起
见，显然应该购买更高赔付额度的保
险，这样既可以让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得
到更多赔偿，也可以降低运营风险。

例如有媒体报道，7月 23日下午
在西安市西大街，一名共享汽车的司
机在倒车时，与后面的一辆白色保时
捷敞篷跑车相撞，两个司机下车后都
蒙了。保时捷跑车可能是排气管被
撞破裂，保险杠后不断排气。虽然这
起事故没有人员伤亡，但共享汽车和
豪华车发生事故后的赔偿，显然应该
成为运营者充分考虑的情况。

第三，现在有的共享汽车配备了
人脸识别系统，但是有的还没有，不
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据《南京日报》报道，前不久没有驾驶
证的李某用他人账号刷开共享汽车
车门，将共享汽车开上马路，结果撞
上了路边护栏。

撞上护栏还是万幸，万一无证驾
驶者，或者淘气的“熊孩子”开了共享
汽车上路，很有可能闯下天大的祸
事。对于这种情况，不妨强制共享汽
车必须安装人脸识别功能，从而确认
使用者身份。此外，吹气检测是否酒驾
的设备也应该在共享汽车上率先推广
开来，让喝过酒的司机无法启动车辆。

总之，共享汽车不仅要共享便
利，更要共享安全。 据《法制晚报》

□ 斯涵涵

据媒体报道，从8月起，手机用户
会收到运营商推送的通信账单，其中
清楚显示每月费用都花在了哪里。
此前，不少人遇到过在未经本人同意
的情况下“被购买”相关服务的经历，
稀里糊涂地成了别人口中的“蛋糕”。

长期以来，消费者对自己的通信
账单一般都是靠“估计”，除了发现有
特别异常的收费会打人工客服咨询
或到门店打印详单外，绝大多数人都
是稀里糊涂。而运营商或外包服务
商则利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机
会”，有意无意推出“影子服务”，让用
户“被消费”。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
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
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
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不明扣费现
象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平等交
易权，助长了运营商的垄断及蛮横行
为。通信账单管理新规的实施，是对
过往错误的纠偏，也是落实消费者的

权利主张。
从另一个角度看，推出手机通信

账单，不仅是消费者的利好，也是对
运营商的正向激励。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内，手机通信账单不清不楚，虽
然有多方面因素，但缺乏对消费者权
益的尊重才是关键，依仗垄断地位任
性而为，将获取利润置于相关法规和
民意之上，致使服务水平低下，不规
范经营乱象纷呈，行业生态饱受诟
病。推出手机通信账单，保护消费者
权利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限制
不正当竞争，促使企业努力加强管
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手
机用户群体，但与强势的运营商相比，
分散的消费者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如
今，每一份手机通信账单的送达，其实
都是运营商对用户的诚信承诺，也是职
责体现。当然，如何顺畅送达，完整呈
现还有待相关企业的进一步完善。账
单虽小，但意义深远，希冀运营商拿出
最大的诚意将此项工作做实做好，并延
伸到其他服务项目和领域，让用户明白
消费，让企业干净赚钱。据《工人日报》

通信账单让用户明白消费
让企业干净赚钱

□ 木须虫

近日，不少住在大学城周边的市民注意到，深
圳大学城图书馆从7月9日起谢绝14岁以下儿童
入馆。有市民认为此举有失妥当，作为公共图书
馆，应该面向全社会开放。深圳大学城图书馆相
关负责人回应称，大学城图书馆的主要职能为科
技创新与情报研究，谢绝 14 岁以下儿童入馆，是
为了给馆内读者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7月31日
《南方都市报》）。

大学城图书馆没有儿童阅览室，没有适合儿
童阅读的图书，因此“不适合儿童阅读”的确可以
成为谢绝儿童入馆的理由，毕竟大学生图书馆面
对的是大学生群体，存在服务上的差别。不过，反
过来讲，从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共享的角度看，大学
城图书馆立足于特色，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未必
没有办法，简单地一拒了之，不是上策。比如科技
是其特色，在科普与科技讲座上做点文章，应该会
受到孩子们欢迎。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谢绝儿童入馆，或许
还有一个情非得已或者不愿意说的理由:孩子们
把图书馆当成游乐园，太闹腾，影响和干扰了馆内
的正常秩序，打心里不愿意向儿童开放。而这还
是似曾相识的普遍现象，每到节假日很多图书馆
都成了孩子的乐园，这些图书馆往往不胜其扰。
孩子不听劝阻追逐嬉闹，是孩子活泼好动的性格
表现，可以理解为孩子的自控能力差。但根源在
于孩子的公共文明意识匮乏，对图书馆特殊场所
缺少神圣感，不懂得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言行。

这样的问题存在了多年，每到暑期媒体上都
有类似的报道，这说明儿童的文明素养没有得到
很大的提升。孩子们的表现是一面镜子，照射出
家庭教育的缺失。很多孩子在图书馆里撒野，父
母却还在旁边笑，不少家长不仅不配合图书馆的
管理，而且还很生气地批评工作人员。家长成了
坏榜样，从中可以窥见孩子文明素质相关教育的
集体不作为。

儿童虽无知，但有可塑性，学会控制言行、在
公共场合不喧哗与嬉闹，是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就

该普及的常识和培养的品性；学会尊重他人，礼貌
待人，爱惜物品，是父母从孩子很小时就应灌输的
理念。当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忙于教孩子加减乘
除之时，被遗忘的文明教育，难道需要让图书馆沦
为文明教育的“第二课堂”，苦口婆心地恶补？被
陋习逼停的图书馆，首先是公民文明素养教育的
尴尬。文明素质从娃娃抓起不是一句空话，在教
育的版图中，该给文明留出一席之地。

暑期孩子该去哪里？公共图书馆或许是屈指
可数的公益场所，很多孩子乃至父母或许并不是
冲着阅读去的，因为那里凉快、不花钱，还有活动
的场所以及年龄相仿的玩伴。能够受氛围的感染
读读书固然好，不愿意阅读，开心地玩耍也不是不

行。不得不说，图书馆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孩子游
乐需求的替代场所。

理性地看，孩子的需求也是多元的，除了阅读
之外，还有游戏、音乐、美术、体育等活动需求，这
些需求过去还有公益性的青少年宫等机构来满
足，而到如今却更多由社会机构有偿提供，除了报
班培训，别玩他途。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儿童入馆
难需要政府统筹谋划，积极作为，要加大公共文化
服务的投入力度，创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
容与方式。同时，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
批项目，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促进公
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满足
公众越来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据人民网

□ 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人民军队
即将迎来 91岁生日。仍是“青春的
年华”，仍是“热血儿郎”，三军将士
接过革命先辈手中的军旗，续写浴
血荣光，担当强军重任！

执 干 戈 以 卫 社 稷 。 新 年 伊
始，中央军委隆重举行 2018 年开
训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
全军发布训令，号召全军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
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号角
阵阵、战鼓声声，一幅恢宏的强军

实践画卷波澜壮阔地展开——从
高原边关到海防一线，从东北军
营到南国营盘，面临改革大考的
三军将士，闻令而动，士气高昂，
练兵备战，“为了国家的安宁，我
们紧握手中枪”。

军 功 章 有 军 人 的 一 半 ，也 有
军属的一半。“咱当兵的人有啥不
一样，自从离开了家乡，就难见到
爹娘。”一家不圆万家圆，关怀戍
守岗位的军人，不应忘记军人背
后那个等待团圆的家庭。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推进军人荣誉体
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
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全国铁路系统去年 8 月 1 日

起开展军队人员及其随行家属的
出行依法优先工作，近 200 个机场
目 前 开 设“ 军 人 依 法 优 先 ”通 道
……依法优先不仅体现着军人这
个特殊职业的荣誉感、崇高感，更
是 对 军 属 的 关 心 呵 护 。 一 人 当
兵，全家光荣，每个默默支持军人
的军属和家庭都应得到全社会的
尊敬和关怀。

光荣同样属于咱当过兵的人。
曾献身国防的退役老兵，祖国没有
忘记你们。8月1日起，国家再次提
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标准，这是自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第 25 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
抚恤金标准，第 28次提高“三属”定

期抚恤金标准和“三红”生活补助
标准。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
正在研究建立退役军人管理保障
服务体系。国家越强大，社会越发
展，越不能辜负退役军人。接收安
置好退役军人，不仅是对他们献身
国防的肯定，也有利于吸引更多人
才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激励
现役军人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
使命任务。

迈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
征程上，三军将士矢志成为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让军人的风采在共和国的
旗帜上飞扬。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新闻：近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不
少“无声店”——这些店的店员，大多
是有语言、听觉障碍的残疾人。在贵
阳一家名为“无声饮品”的小店，肖丽
娟说，即使没有言语交流，也不会影
响体验，因为店员的一举一动都流露
出真诚，“他们懂得用双手创造美好
生活。面对这群自力更生的年轻人，
我的心里充满了敬意。”（人民日报）

点评：对于残疾人来说，适应市
场需求，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是基
础，而如何有尊严地融入工作环境，
持续稳定地在岗位上实现个人价值
更为重要。这需要残疾人积极调整
自己的心态，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同
时需要企业真正接纳残疾人职工，为
他们提供人文关怀，避免隐性歧视，
让残疾人留得下、稳得住。 据新华网

共享汽车共享便利
更要共享安全

11个驾校的30多个教练、7个驾考考场工作人员，还有黄牛若干，这些人帮好几百个考生作弊，通过驾照考试。“帮忙”
手段多样，收费不一。考试时，安全员会通过咳嗽、敲车门车窗、帮助踩刹车等方式提醒学员。考试通过后，学员支付“帮忙
费”，一般是1000元左右，教练拿500元，再将其中500元转给安全员。如果要“包通过”的话，一般是一次性交五六千元，然
后内场就一条龙为你服务了。

近日，杭州市检察院依法批捕了在杭州市机动车驾驶技能考试中组织考试作弊的16人。一个培养“马路杀手”的产业链
被揭开。 据《法制晚报》

驾考驾考
包过包过

致咱当兵的人

新闻及时点

图书馆谢绝儿童并非上策

新闻：李女士的孩子今年 5岁，在
北京一家幼儿园上学，连日来北京每
天气温超过 35摄氏度，她打算把孩子
送到外地的爷爷奶奶家避暑。本以
为可以省下一个月 2000 多元的保育
费，但却被告知即使孩子不上学，每
月也要交 1200 元的“占位费”。幼儿
园的解释是，这是为孩子保留就学名
额。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占位费”
在多地幼儿园中普遍存在。大部分
幼儿园在学生放假或休学期间以“占
位费”“名额保留费”“资源配置费”等
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费用，每月费用

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半月谈》）
点评：对于一些自负盈亏的民办

幼儿园来说，生源流动性强，如果学
生长期不出勤，园方为其保留名额，
会给幼儿园带来经济损失。从这一
点来看，收“占位费”也是无奈之举。
但是，“占位费”收之有理还得有据，
如果缺乏规范，可能会纵容乱收费现
象的出现。要解决此类问题，一方
面，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加以
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园方和家长多
些信任，在合理明确的标准内达成收
费共识。

请假了，幼儿园还要收“占位费”？

无声餐饮店 暖暖的体验

注：请本版用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我出一千，
谁帮我踩
个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