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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地对“霸王条款”说不
“霸王条款”往往利用自身的优
势地位，通过单方面的“自话自
说”，有意规避法定义务、减轻
自己的责任，甚至将不平等条
款强加给消费者。

□樊树林

最近在《钱江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杭

州湖墅派出所接到报警，某小区有两户人家，因

为噪音问题起了纠纷。五楼的住户老张（化名）

说，四楼的住户老王晚上用自制的工具（震楼神

器）制造噪音，导致自己和家人在夜间无法入

睡。邻里纠纷闹到了派出所，看来是嫌隙不小。

“震楼神器”是这几年骤然走入公众视野

里的事物，而且在网络上的生意还不错。对付

那些缺乏自制和公德心的扰邻之举，这种以牙

还牙、以暴制暴的“震楼神器”，的确可能会使

某些噪音源头懂得理亏，也许会换来“海晏河

清”，但这种做法终究有点“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的味道，其实是“比坏心理”的变种。

就像新闻中的事情，楼下老王因为楼上老

张家晚上总是传来各种各样的动静，让他不能

安安静静睡觉，双方沟通几次没有彻底解决问

题后，便制造出了“震楼神器”报复楼上邻居。

既然你是“楼吵吵”，我就给你来个“楼震震”，

既然正常沟通满足不了自己的诉求，那就用更

坏的招数惩罚你，让你也不得安宁。

揆诸现实，之所以近年来社会上“以恶治

恶”“以暴治暴”的事情不断上演，无端消耗社

会治理成本，多少跟“比坏心理”的土壤在扩大

有关。一些流行的官场小说、后宫剧，充斥着

“权谋斗争”，字里行间有太多“你黑我也黑”

“只有更黑没有最黑”，电视剧《甄嬛传》《延禧

攻略》等，里面就有不少这样的“恶”文化。

“比坏心理”对社会文明的蚕食是渐进性

的，危害不可小觑。而要遏制“比坏心理”的

潜滋暗长，就需要铲除滋生“比坏心理”的现

实土壤。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法治建设，让法治

成为每一位公民的信仰，万事自有法度，不能什

么事都诉诸私力救济；另一方面，价值观弘扬和

社会治理方面需要提档升级，在社会上树立崇

善向善、和睦和美的价值导向，让坏有坏的代

价、好有好的回报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认知。

笔者有次在新闻上看到，武汉一位有着十

几年社区工作经历的“老娘舅”谈到，曾经有位

楼下的住户主动为楼上的邻居送去了软底拖

鞋，一下子就让楼上住户感动不已，矛盾迅速

得以解决。新闻中老王“以恶治恶”的比坏，怎

胜得如此的“以柔克刚”呢？7

10月27日，宁波首个“业主投票决策系统”在鄞州

区东海花园小区应用。小区业主只需动动手指，就能

行使业主权力，参与决策小区大小事务，系统自动统

计，投票结果实时计算，投票过程全程留痕，相较于传

统方式，效率大幅提高。（见10月28日《宁波日报》）
目前小区管理面临诸多难题，常见的有业委会

成立难、业主大会召开难、小区公共事务表决难、沟通

不畅、信息不透明等，导致物业管理的种种矛盾。如

何更好促进社区健康发展？这个“业主投票决策系

统”就不错。这个手机 APP，不仅可以提供各种服务，

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不管业主在不在本地，有没有时

间，只要打开手机上的“业主投票决策系统”就能参与

民主决策，有什么举措、有什么制度、产生了什么纠

纷，业主说了算。最为关键的是，这种表达意见的方

式，数据是“明明白白”的，业主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多

少人是支持的”和“多少人是反对的”，打消了“暗箱操

作”不公平的焦虑。

让业主真正当家作主，既是法治时代的应有之

义，也是疏解物业和业主矛盾的有效方式。从这个

角度来看，“业主投票决策系统”较好化解了人际关

系松散、人员流动频繁状态下的社区管理难题，通过

虚拟社区更好地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

权、监督权，既维护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也提高了物

业管理效率水平，可谓一举多得。1 （郝雪梅）

近日，有南宁市民在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新阳院

区就诊时发现，该院的 B 超分诊台窗口较矮，准妈妈

需曲腿、弯腰、半蹲甚至蹲下办理业务。记者亲身体

验发现，该窗口高约 73 厘米，办理业务时的确不太

方便。院方回应称，已有了整改方案，会尽快落实。

（见10月28日《扬子晚报》）
自从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出现类似桥段

以后，“丁义珍式窗口”就被媒体密集曝光，当事单位

或部门纷纷进行公开道歉、积极整改。不过在笔者看

来，这种在外力作用推动下进行的道歉和整改，多少

都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意思，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比低矮的窗口更需要提高的，是一些机

关、单位、机构的服务意识，只有服务意识提高了，才

能从根本上避免出现更多的“丁义珍式窗口”，才能把

群众的需要、感受、体验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如果一些部门和单位服务意识长期缺位，对于

服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短板就会麻木不仁，有

问题也发现不了，或者说不把问题当问题。如此一

来，必然导致各种各样的服务短板长期存在，既损害

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影响这些单位的社会形象。

改一个窗口很容易，奠定一种服务意识却非易事，因

此也显得格外重要。7 （苑广阔）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公布高中会考考试说明，首次将“简化二
十四式太极拳”列为体育科目的必考内容，占 10%权重，会考成绩将决定学生能
否拿到毕业证书。有人觉得能促进青少年身心发展，也有人觉得不适合好动的青
少年练习。7 图/王怀申

“业主投票系统”一举多得

服务意识比窗口更重要“震楼神器”与“比坏心理”

□吴学安

时而明目张胆、“霸气”十足，时而又玩起

“隐身术”“变脸术”，纷繁复杂、难以名状。它

便是“霸王条款”。有人可能会疑惑：商家很

少 与 我 们 签 合 同 ，哪 里 能 看 出 是“ 霸 王 条

款”？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家利

用“霸王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

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行为不时发生。当你

在美容卡、健身卡、消费卡上看到“本店拥有

最终解释权”，在购物时瞧见店堂里挂着“打

折商品、珠宝首饰概不退换”，与朋友外出用

餐时在饭店里看到“禁止自带酒水”，你就已

经是“霸王条款”的受害者了。

尽管时下市场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产品

和服务越来越多，但随之而来的各种限制性

的“条款”“规定”等也多了起来，尤其是含有

大量显失公平的行业惯例和侵犯消费者权益

的不平等格式条款，即“霸王条款”。如中国

消费者协会此前曾向社会公布的合同“霸王

条款”，就涉及金融保险、旅游餐饮、房地产、

物 业 管 理 、邮 政 电 信 和 公 交 运 输 等 多 个 行

业。譬如，“本店商品售出概不退换”“贵重物

品自行保管，遗失概不负责”“本商场保留最

终解释权”等，不胜枚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

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

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或不合理的规定，也

不得以此方式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然而，尽管《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实施已有 10 年，但名目

繁多的“霸王条款”有增无减，甚至呈现出愈

演愈烈之势，成为笼罩在消费者心头一片挥

之不去的阴霾。

倘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霸王条

款”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始作

俑者往往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通过单方面

的“自话自说”，有意规避法定义务、减轻自

己 的 责 任 ，甚 至 将 不 平 等 条 款 强 加 给 消 费

者。究其原因还在于，目前在不少生产、服

务领域，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很多生产者

和经营者仍处于垄断或强势地位，他们从自

身利益出发制定格式合同，肆无忌惮地限制

消费者的选择权，从而成为“霸王条款”产生

的重要根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类型的经济主

体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现阶段仍存在着各

式各样的有着垄断、强势色彩的经营者，他

们 出 售 的 商 品 或 提 供 的 服 务 要 么 是“ 独 此

一家，别无分店”，要么是通过商家联盟或

“行业惯例”“内部规定”，让消费者没有充

分的选择余地。要想彻底铲除“霸王条款”，

就必须弱化某些商家、企业的垄断地位，或

防止某些领域的商家“合谋”，努力促成经营

者与消费者的“力量均衡”。对于消费者来

说，更应当以成熟的消费心态和理性的消费

方式，擦亮眼睛，小心陷阱，敢于与“霸王条

款”较真，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7

—— 开封篇 ——

激 情 四 十 年 / 豪 迈 新 时 代

鼓 楼“ 城 变 ”
——看鼓楼区引领开封古城建设新坐标

每到周末，开封市

鼓楼区市民李晓民都会

在复兴坊商业历史文化

风貌区散步。在他眼

中，他生活了60多年的

这个老城，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流光溢彩、美

不胜收——城在文中、

人在景中，如同一幅风

景宜人的彩色图画。

在李晓民的印象

中，之前的鼓楼，有很长

一段时间，虽为古城，胡

同遍布，有历史的味道，

但沧桑多了一些，如同

一张染色的黑白照，坑

洼的街道胡同、浑浊的

水渠池塘……与现在的

城市相比，是两个世界。

2013年以来，鼓楼

区先后实施了鼓楼复建

工程，鼓楼街、寺后街、

马道街等商业历史文化

街区修补提质，复兴坊

商业历史文化风貌区保

护利用，鼓楼里棚户区

改造等。鼓楼，这个传

统商业区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

□本报记者 童浩麟

规划先行，贯穿于鼓楼区百城提质建设工
程的每一个环节。“城市规划决定着一个城市
的发展方向、发展质量、发展高度和发展路
径。”鼓楼区委书记魏培仕表示，“百城提质是
城市转型的一项战略，必须把合理规划作为城
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新铺设的道路顺着青砖素瓦延伸，道路两
侧古朴典雅的建筑展现着开封老城独特的文
化韵味，文化肌理和古城历史在砖瓦之上、墙
角之间逐渐清晰……

10月 26日，记者走进复兴坊历史文化风
貌街区，看到这片沉寂了多年的老街巷已是重
塑“容妆”，映衬出魅力古城开封的厚重与端
庄。不时有游客和市民走进这片老街区拍照
留影，感叹这里的魅力，感慨这里的变化。

自 2017 年 4月，鼓楼区复兴坊历史文化
风貌街区提质改造工程开始启动。“拥挤”在这

片面积约 0.22平方公里老棚户区里的商场后
街、鹁鸽市街、铁佛寺街、生产街、复兴街等 10
余条街巷便开始了蝶变重生：

思路是——整改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以政
府主导、民生第一、保护为主、产业优先为原
则，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实施“一
拆”“三保”“四改”，即拆除违章搭建和丑陋张
贴;保护市井格局、保护历史建筑、保护传统院
落;改造街巷道路、改造建筑立面、改造地下管
网、改造老旧厕所;

方案是——昔日街道两侧的破旧院落，经
过“修旧如旧”的精心呵护，变成古色古香的青
砖灰瓦筒式院落，透出十足的民国民居风貌。

在百城提质工程规划中，鼓楼区结合八朝
古都的历史特色和文化底蕴，完成整座城市景
观风貌设计及色彩规划引领，始终坚持把规划
作为城市建设的第一粒扣子。

目前，鼓楼区已经形成以城乡总体规划为统领、以
各类专项规划为支撑、以城市设计为指导、以控制性详
细规划为依据的规划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

这是一个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视野来看鼓楼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政府规划引导，企业投资参
与，对书店街、鼓楼街、寺后街、马道街等历史文化街
区实施建筑形态、产业形态、文化形态重塑工程：

比如，在集中拆除违章搭建、整治丑陋招贴、整
修建筑立面过程中，更换门头牌匾，植入文化符号；

比如，在设置街道标识过程中，实施亮化工程；
比如，在集中连片改造棚户区过程中，打造鼓

楼里、万相城等高端商业文化综合体。
鼓楼区的“三态”重塑工程中，既植入传统文化

元素和园林景观，使内嵌式的中国传统民居和商业

建筑完美融合。同时，增强街区的休闲体验功能，
发展新业态，培育新功能。

“通过历史文化街区修补整治，将改善民生与街
区提质改造、文商旅融合发展有机结合，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传承老城区文脉、提升老街区功能，为
老城居民构筑美好生活。”鼓楼区委书记魏培仕说。

至 2017年，鼓楼区所辖的第一楼、王大昌、京
古斋、又一新、老五福、晋阳豫等老字号与苏宁、国
美等一批龙头电商和“双创”基地交相辉映，实现了
商业街区“传统对接现代、古风演绎时尚”的可持续
发展，把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整个街区上的每块砖、每片瓦、每个石头，都承
载着历史沧桑。”鼓楼商业街区党工委书记郑晓丽说，

“老街区的修缮，把居民心中的‘故乡’留了下来。”

规划先行 推动鼓楼“华丽转身”1

“三态”重塑 再现古都名街风华2

老街道靓起来 老字号火起来 老百姓笑起来3
在改造过程中，鼓楼区始终把改善人居环境，满

足群众美好生活作为此项工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仅就历史遗存保护来说，鼓楼区通过对街区院

落和民居普查、分类，确定一类、二类、三类院落和
建筑，分别制定保护措施。经初步核定，确定一类
院落 10个，二类院落 21个，三类院落 132个；一类
建筑63栋，二类建筑1818栋，三类建筑52栋。

对于这些“院落”，鼓楼区鼓励街区居民外迁，
允许自保；把保护街区现有历史遗存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按照街区院落和建筑现状，不拆真遗存，不
建假古迹，做到应保必保。

同时，最大限度发挥历史建筑的使用价值，支持
和鼓励发展符合街区定位的生活服务，休闲旅游及
文化创意等产业，通过提质改造，活化功能，丰富业
态，增加社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严格管理控制街
区规划和建筑风貌，加大市政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支
持鼓励社会力量和居民参与街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通过修补提质，保护利用，使老街道靓起
来，老房子用起来，老字号火起来，老百姓笑起来。

“我们要把这项工程真正做成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名片工程。”鼓楼区委书记魏培仕坚定地说。

如今，走在复兴坊等鼓楼历史文化风貌区，纵
横道路两侧的电线杆和杂乱无章的电线消失无踪，
道路两侧古朴典雅的建筑和街景展现着独特的文
化韵味。酒吧、书吧、旗袍订制等文创店面吸引着
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短短一年时间，这片集“生活居住、休闲旅游、
文化展示”功能于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的历史文
化街区逐渐显现在新鼓楼的发展画卷之上，一个曾
经破败的古城棚户区在新时代实现华丽转身！

马道街民国风情商业街再现老街繁华马道街民国风情商业街再现老街繁华

鼓楼区古巷每个拐角都书写着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