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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便溺、吐痰，却拒不清
理，机动车、电动车甚至行人闯
禁行，都将“吃”到罚单。这些事
关文明的不文明行为，都将是
郑州市以后的处罚对象。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了解到，

《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是
经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于2017年12月21日通过，河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3
月31日批准。根据条例规定，7
月1日起已正式施行。（详见昨
日本报AⅠ·05版）

“不拘小节”语出《后汉
书·虞延传》：性敦朴，不拘小
节。具体使用中，这是一个可
褒可贬的中性词语——既可以
指洒脱不羁，不为日常琐事所
累；也可以指言行轻狂，视公
序良俗如无物。褒贬之分，当

在于不拘小节者所处的空间
——身处自家私人领域，只要
不影响左邻右舍，尽可享受

“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快感；但
在公共领域，每个人的言谈举
止都应有所节制，所谓“有礼
有节”，“礼节”两字即是此意。

现实生活中，不乏有人将
“不拘小节”一词用错了去处，
甚至以“习惯”替公共空间的诸
多不文明行为开脱。其中的荒
谬之处在于，对于那些以随地
便溺、吐痰等不文明举动为“习
惯”者来说，是否在自己家里也
坚持这样不拘小节的“习惯”？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由此就引
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自
家不会去做的行为，到了公共
场所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呢？
唯一的解释是，这些人或许已
经“习惯”了庸常之恶，却还没
有“习惯”遵守公序良俗。

“庸常之恶”之所以屡禁
不止，不仅是因为漠视公序良
俗者缺乏公共意识，更是因为
类似行为很少受到实质性惩
罚。由此，很容易导致“破窗效
应”——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
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
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
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
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很多人
都有类似的体验：在一条干净
的马路上，人们往往不敢轻易
乱丢垃圾，但如果道路上垃圾
遍地，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乱
丢垃圾。包括“中国式过马路”
在内，城市管理中的“破窗效
应”随处可见，如果不能制止
始作俑者，难免会引起更多人
群起效仿，公共秩序和公共利
益势必因此很受伤。“庸常之
恶”不是法外之地，城市文明
必拘于小节，这显然是郑州此

番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予以规
范的关键所在。

以道德修养而论，“小节”
从来都不小——节制是伦理学
的重要范畴，贯穿于古今中外
各大学术流派。康德说：“有两
种事物，我们越思索它就越感
到敬畏，那就是天上的星空和
心中的道德律。”七十岁的孔
子则以“从心所欲不逾矩”，来
作为自己的人生总结。对于道
德自律，一些人或许还缺乏康
德的敬畏和孔子的自觉，当此
之时，制度层面的他律就显得
不可或缺。实际上，由他律上
升为自律，也正是道德的基本
规律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

“文明条例”固然不可或缺，但
如果“条例”全然没有了用武
之地，那才是城市文明更为理
想的局面。

降低景区门票价格
是还利于民

6月29日，《关于完善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
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
指导意见》发布，要求今年降
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
得明显成效。“在今年‘十一’
黄金周旅游高峰前，切实降
低一批重点国有景区偏高的
门票价格。同时，不得提高
景区内交通运输等其他游览
服务价格，变相增加游客负
担。”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
视员程行云说。（7月1日新
华网）

根据法律规定，被景区
圈起来的森林、山岭、草原、
河流、海域等资源属国家所
有或集体所有，是全体民众
共同的财富。因此，只要能
管控好这些重点国有景区的
门票价格，就相当于抓住了
景区门票价格治理的“牛鼻
子”。

但当前景区价格调整机
制的缺陷在于，多数地方政
府均是本辖区内景区“隐形
股东”，从门票收入中获得分
成。其自然有推动价格上
涨，圈地收费、拦路收费的冲
动。授予地方政府行使门票
价格监管职能显然是让其既
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景区
门票价格自然难以下降。当

门票价格成为地方财政收入
一部分时，物价、旅游等地方
政府部门不仅不会动真格行
使监管职能，却极有可能想
方设法创造涨价条件，寻找
涨价理由。

因此，景区门票降价一
方面是还利于民，另一方面
则是动了相关部门的“蛋
糕”。要想让景区价格切切
实实地降下来，显然不应仅
仅发布降价令，还要从根源
着手，切断涨价的利益链
条。如势必重构监管模式，
使调价的利益主体与监管主
体分离，避免监管主体选择
性失明和失能。出台国家层
面的景区价格管理机制，形
成全国统一的门票定价制
度。

具体操作中，可以景区
类型、级别、知名度为参照，
普通景区调价权由省级政府
部门行使。面向全国游客的
重点国有景区调价权应像电
价、油价那样由国家相关部
门批准，进而减少有涨价冲
动的地方政府的参与度。这
样才能让景区门票降下来之
后不至于再涨上去。让旅游
成为一项普通家庭都有能力
负担、享受的公共资源和福
利待遇。

“免密闪付”
别闪了消费者权益

前几天，消费者李先生与
朋友去一家大型餐厅吃饭，消
费800多元，买单的时候，李先
生发现收银员只把他的银联
卡在POS机上碰了一下，没输
密码，小单就吐了出来，连签
字都没用，感觉很诧异。收银
员解释说银联卡免密免签功
能已经把单笔限额从300元提
高到1000元，这样买单就更快
了。但是李先生总感觉心里
不踏实，更让他想不通的是，
银行卡开通这个功能为什么
不事先告诉消费者？难道不
能 让 持 卡 人 自 己 选 择 开 通
吗？（7月1日《北京青年报》）

银联卡免密免签，也称
“免密闪付”，即在规定额度
内，消费者不需输入密码和签
名，就能快速完成支付。“免密
闪付”，可以大大提高收银效
率。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
高，加之支付宝、微信等免密
交易限额都是1000元，银联卡
免密支付限额升至1000元，也
是必要的。

不过，对消费者来说，“免
密闪付”无疑增加了他们在资
金安全上的担忧，因为“双免”
功能在办卡时就默认开通，且
没征得持卡人同意。不少网
友吐槽：“开卡时不知道，都是
在消费时才知道。”“万一银行
卡丢了，盗刷岂不很方便？”曾
有媒体曝出有不法分子利用
此功能盗刷车内ETC卡，还有
报道说“小偷瞄上免密闪付银
行卡，多名市民遭遇隔空盗
刷”……

“免密闪付”已成发展趋
势，但不能“闪”了消费者的相
关权益。一方面，应充分保障
用户知情权。银行在开通此
项功能时，要充分、有效告知
用户相关内容和风险，而不能
越俎代庖替用户做主；或者先
关闭此项功能，再以适宜方式
告知用户，在获得用户明确授
权后，重新开启该功能。这样
既能保障诸如老年人等群体
的相关权益，也可兼顾对此功
能有需求的用户。

另一方面，要不断升级技
术“防火墙”，切实保障消费者
的财产权。尽管目前银联卡
采用很多先进的安全技术，但
现代技术发展非常迅猛，任何
技术都不可能做到完全无懈
可击，这既需要银联强化日常
交易监测，更需在技术防范上
不断与时俱进。当然，对广大
持卡人来说，也需重视保管好
自己的银行卡，比如将卡放在
钱包和卡套中，也是加固信息
安全系数的有效措施。

此外，还需不断完善“免
密闪付”的补救措施。虽说银
联为持卡人设置了专项赔付
金，提供了72小时失卡保障服
务，但银行卡到底是否被盗刷
等问题，会面临无尽的扯皮。
因而在消费支付与赔付方面，
应给予消费者后悔权，可随时
关闭“双免”功能，同时鼓励商
家、第三方支付平台建立支付
保险制度，如因商家、平台问
题造成消费者损失，即可通过
保险予以补偿。

●郑州市将对符合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免费
登记上牌，对消费者已经
购买的超标电动车实行
过渡期制度，过渡期为3
年。过渡期内凭临时通
行标志上道路行驶；期满
后，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不得上道路行驶。

郜富帅：希望上牌车
辆违法进入个人征信系
统，上牌便于管理是好
事，希望认真研究一下制
定规范性管理条例。

●6月27日，郑州一
公交车上，一男孩挡住车
门被一位大爷斥责。乘
客解释说男孩患有自闭
症，大爷仍不依不饶。公
交司机见状，向大爷三鞠
躬替孩子道歉，说孩子可
怜，但大爷仍不接受，说
道：“你要可怜他，你就把
他领回家吧！”

锦葵梧桐：自闭症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愿世
界多点宽容，不要一味进
行指责。

沐沐是只小公主：虽
然男孩有错，但是情有可
原。对于这种有心理障
碍的孩子我们应该尽量
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
爱，而不是去无限放大他
心中的缺失。

（大河客户端 秦园
园 实习生 王娇 整理）

□付彪

朱
慧
卿

图

□史洪举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时评
2018年7月3日 星期二 责编 杜一格 程永兵 美编 孟萌

AⅠ·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