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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明正身”是规范电动自行车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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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目前，郑州市电动自行车
保有量已突破 300 万辆，电动
自行车盗窃案多发、交通违法
高发、火灾事故频发等，已经
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大
河报记者从郑州市政府了解
到，日前电动自行车安全综合
项目协调会召开，对电动自行
车登记上牌工作进行安全部
署，将以港区、荥阳、登封作为
试点，推进车牌登记安装。（详
见今日本报AⅠ·03版）

机动车流中，电动自行车
左突右冲的身影随处可见，随
意横穿马路、无视交通信号
灯、随意驶入机动车道、逆行、
超速超载……发生在电动自
行车上的各种交通乱象，早已
令人见怪不怪。据郑州市交
警部门统计，郑州市平均每天
发生的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达 130 起，占交通事故总量的

近七成。所有这些，都指向一
个共同的问题：电动自行车是
应该好好管一管了。以登记
上牌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验
明正身”，无疑是一个行之有
效的方法。

其实，规范管理对于电动
自行车主来说，也是一个好消
息。登记上牌意味着不规范
产品会被拒之门外，由此使骑
行者的安全更有保障；上牌之
后，电动自行车有了自己的

“身份证”，一旦不慎丢失，也
更加容易报警处理；更为重要
的是，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意
味着骑行者必须学会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强制性法律
法规不会让人更加自觉，但会
让不自觉的人受到应有的惩
罚。某些电动自行车之所以
横冲直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身份不明”，因此游离于交
通管理之外。电动自行车“验
明正身”之后，处罚的压力自

然会教育骑行者遵规守纪。
郑州市正在加紧构建综

合交通体系，汽车通行压力与
日俱增，作为一种节能环保而
且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电动
自行车理应在城市交通中占
有一席之地。不过，肯定电动
自行车不等于放任自流。提
起登记上牌，一些人就联想起

“禁电”“限电”，并以“权利受
损”为由提出质疑。登记上牌
并非“禁电”，这个无需赘言，
基于种种道路乱象，“限电”难
道有何不妥吗？实际上，因登
记上牌受限的并非电动自行
车，而是骑行者。公共领域
内，从来都不存在不受约束的
个人自由，只有每个人都恪守
行为边界，公共利益和秩序才
能得以保障，每个人也才能享
受到相应的自由和权利。以
个人权利为由反对规范管理，
这本身就是对公共权利的漠
视——连“验明正身”都试图

逃避，如何让人确信其不会在
公共领域制造麻烦？

登记上牌意味着肯定电
动自行车在城市交通中的地
位，在此基础上，科学划分路
权 有 必 要 尽 快 提 上 议 事 日
程。实际上，不少路段的交通
乱象，很大程度上都是因路权
分配不均而起——机动车道
越来越宽，非机动车道却越来
越窄，一些道路甚至根本没有
为非机动车预留空间。城市
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各种
车辆和行人“各行其道”，仍是
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电动自行车实
行登记上牌管理之后，是否会
有图省事者转投电动滑板车
或者电动平衡车？相比起电
动自行车，这些车辆的安全性
能更差，正因为如此，北京等
地明令禁止这些车辆上路。
实施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之
后，这些问题亦应早做规划。

“代餐食品”应严管

□张西流

近段时间来，一些关于
“代餐食品当饭吃，导致身体
健康出现问题”的案例被媒
体频频披露，再次引发了公
众对于代餐产品市场鱼龙混
杂、标准不一、过分宣传等现
状的担忧。（6月27日《工人
日报》）

代餐食品走红以来，网
上关于其真实功效的质疑，
从未停止过。专业人士表
示，代餐食品的营养元素含
量往往不均衡，维生素、矿物
质等也非常有限，无法满足
人体的需要，长时间食用还
是会给人体的健康带来不良
影响。不仅如此，一些产品
还存在具体成分不明确、用
量无明确标准等问题。在缺
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消费
者如若盲目食用，确实存在
安全隐患。特别是，代餐产
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过分
宣传的现象依然存在。

事实上，代餐食品就是
网络食品。而网络食品销
售，存在很多监管盲区，网络
食品经营准入和监管的缺
失，造成网络食品经营入门
条件偏低，相关信息审核并
不严格，相当一部分的食品

电商平台，连最基本的经营
资格都不具备。由于没有严
格的审查程序和制度，以家
庭作坊为据点的网上销售平
台，很难严格执行《食品安全
法》中的相关规定。一旦遇
到质量问题，商家因逃离了
常态化的市场监管，便以买
家保存不当等理由拒绝赔
偿，给网购食品消费者维权
带来困难。

因此，必须将代餐食品，
纳入网络食品监管体系。首
先，应加快《网络食品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的实施，建立网
络食品经营行为的准入和监
管机制，在法律的架构下对
网上销售模式进行规范管
理，要求食品经营者均应先
办理证照再上网经营，从准
入源头环节引导经营者自
律。同时，提高消费者的自
我保护能力，向消费者传授
网购技巧及有关注意事项，
降低网购风险。特别是，建
立健全处罚制度。网售食
品的处罚方式和程度，除了

“连坐”网店及网站之外，可
以参照传统门店食品销售处
罚模式，一旦发现过期或者
假冒伪劣食品，要予以严厉
处罚和打击，并在网上进行
公示。

6月26日，临颍县供电公
司出动20余名保电人员、5辆
抢修车辆、5台应急发电车，在
炎热的高温中坚守保电一线，
倾力为全县中招学子创造良好
的考试用电环境。公司周密部
署，成立中招保电领导小组，合
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全面协
调保电工作各项事宜。技术人
员集中对考试涉及场所的室内
线路、插座等用电设备进行全
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制订严
密的保供电方案。同时，对考
点周边的供用电设备进行安全

隐患排查，确保配电设备“零缺
陷”运行，为各考场用电提供保
障。中招期间，该公司全面停
止对有保电任务线路的施工和
检修，加大特巡力度，实行24
小时值班制度，抽调技术人员
驻守考点，随时处理突发事
件。对新增的颍川学校考点
更是详细了解其供电方式，
及时更换应急供电方案,实
现各考点语音考试双电源供
电,全力为考生创造良好的应
考条件。

(俎兆杰 翟晓陆)

临颍县供电公司
全力保电护航中招

“熊孩子”差一个好妈妈

近日，陕西咸阳一栋高
层小区电梯内总有尿骚味，
保洁员查看监控发现，是一
名小男孩在电梯内小便。孩
子妈妈知晓此事后，严厉地
批评了孩子，孩子意识到错
误后，写下了一份检查，让妈
妈发到业主群里给大伙道
歉，并且每天由孩子父亲监
督孩子打扫电梯一个月，作
为道歉和补偿。（6 月 26 日
《华商报》）

咸阳这位妈妈的教育方
式得到了邻居、网友们的一
致认同，其实这一点也不难
理解。首先，其展现了鲜明
的、正确的是非立场，承认了
孩子的错误并对之加以矫
正；再者，她还将整个教育、
补救的过程全程公开，使得
小区业主们都可以监督、见
证。自始至终，这位妈妈向
儿子清晰传递了“必须为自
己的行为负责”的观念，并且

通过书面检查、打扫补偿等
一系列举动，让孩子能够有
机会以行动弥补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知道
对错、学会负责的过程。熊
孩子之所以是熊孩子，最初
乃是天性使然。在习得足够
的社会规范之前，他们并没
有可靠的是非意识，也没有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觉自律自
控的能力。

妈妈让孩子罚扫一月电
梯，此事之所以难得，很大程
度上还是教育观念、教育方法
上的难得。让孩子身处而不
是逃离闯祸现场，让孩子直面
而不是回避众人目光，这是一
件有勇气也是有智慧的决
定。与之相较，太多人总是将
孩子当成是孩子，默认他们担
不起责任受不住批评。这种
过度的保护，只会让熊孩子
逆袭升级之路，走得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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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河报记者

从郑州市政府了解到，日
前电动自行车安全综合
项目协调会召开，对电动
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将以港区、
荥阳、登封作为试点，推
进车牌登记安装。

圈子不同别硬触么
么哒：最好是像查大车、
查酒驾那样，各个路口、
各个红绿灯旁来些办牌
儿的。

朱凯歌-武安人：闯
红灯，不按车道行驶，承
担相应的责任，罚款扣
分！

●日前，由中国烹饪
协会主办的“2018 中国
面条博览会”上，河南烩
面入选中国十大名面。
数据显示，2017年底，全
国面店数量为43.2万家，
其中河南就占了10.1%。

尊夏攘夷伦：江苏人
表示河南的烩面挺好吃
的，每次去河南都要吃。
还有胡辣汤超赞。

深井的星光：在 外
地，最想念家里的馒头，
各种饼、面条，想想就觉
得幸福，能吃上口味正宗
的，简直要感动哭！

（大河客户端 秦园
园 整理）

□然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