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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超级污水渗坑”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一个渗坑面积相当于21个足球场，
治理后多次反弹……日前，河北、天津
多处渗坑污染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今
日本报A12版）
几十个足球场大的污水渗坑，黑红
黄颜色间杂的斑驳怪湖。令人倍感愤懑
的是，这些“超级污水渗坑”，最近的，
距规划中的雄安新城不足百公里之遥。
一切诡谲，其来有自。
捅破这层窗户纸的， 是环保志愿
者。 事件曝光后， 环保部几乎瞬间就
“坐实”了这则传闻。有人感慨，这简直
是与热播反腐剧的 “神同步”。《人民
的名义》密集关注了“月牙湖”的环保
问题，而现实中，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
馈工作，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展开，涉及
到的各类环保问题也是触目惊心，已问
责3100余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样
强势的环保督查语境下，“超级污水渗
坑” 问题仍靠环 保 志 愿 者 “良 心 发
现”，那么，地方环保执法生态究竟出
了怎样的问题？
“超级污水渗坑”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喧嚣的舆情无非是两个意思：一是
对“有关部门”的疏忽难以理解；二是
对渗坑对土壤及地下水的危害表示担
心。早在2014年，央视就曾以《“黑井”
之痛》为题，报道了流经河北5县的磁
河两岸的污染问题， 渗坑的成因及危
害，触目惊心。在那个被“黑水”围困的
村庄，村民的绝望和无奈，就写在脸上、
挂在眉宇间。时隔三年，“黑水”还是那
个黑水，只不过，面积更大了，颜色更妖
冶，其间，治理工作究竟发力几何？倾倒
的黑心商家被威慑了几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的“超
级污水渗坑”，能轻佻地归于“历史遗
留问题”吗？据说，两地政府几年前就
治理过类似渗坑。大城县的废酸倾倒事
件发生后，政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了治
理，但工作一直未完成,且多次反弹；天
津静海区政府也从2014年起开展渗坑
废水重点整治工作。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此大面积的渗坑， 是不是治不好了？
久治难愈的渗坑， 真的就要 “放弃治
疗”了吗？
水的问题， 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有人说，还得接受“治河先治污，治污
先治官， 治官先治人” 的铁腕治污道
理。有必要问一问：这组惊动了环保部
的照片， 地方部门究竟是什么态度？而
这些渗坑的背后，更须严查有无失职渎
职的魅影。越来越大的渗坑，隐喻着路
人皆知的“源头疑问”：坑既然治不好，
控制源头倾倒也那么难吗？
一方水土一方人。水土病了，人能
安好？
邓海建

今日金评

共享单车对“天价扣费”
应有预警防范机制

共享单车的出现， 方便不少人出
行。但是，也出现不少问题，其中扣费
问题最为突出。4月18日，嘉兴一位市
民就遇到了奇葩的情况， 使用共享单
车才短短20分钟，竟然要被扣费41万
元。记者通过了解得知，共享单车出现
扣费问题不少， 包括还了车扣费无法
停止、 锁开后发现车子有故障钱却被
扣走了等等。（4月20日《南湖晚报》）
20分钟就要41万元的骑行费，岂
不是一辆豪车赔进去了，简直要吓死
宝宝了。很显然，这是不靠谱的“天
价扣费”，乃是共享单车后台系统故
障所致，平台应及时纠错，修正计费
额度。“天价扣费” 不仅给用户造成
体验困扰，会带来经济损失，挫伤用
户积极性， 亦损害共享单车平台信
誉，影响其正常发展。因此，平台应建
立相关预警机制，防范“天价扣费”
产生，降低对用户的不当干扰。
共享单车扣费问题确实很多，各

地媒体已报道过多次，扣费金额多为数
十元、数百元，也有超过千元的，高达41
万元之巨倒是破了纪录。其实，共享单
车的骑行成本很低， 一个小时也就0.5
元、1元， 一天骑行两三个小时就算多
了， 怎么也不会突破几十元的费用吧。
可见，这是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平台和
用户都很明白，计费偏离太多就属于不
合理，理应及时反馈并纠错。
而且，共享单车平台都是采用大数
据管理信息，用户骑行轨迹、时间等均
有精准数据记录，如果骑行费用超出平
均值的话， 系统就应该立即预警响应，
提醒平台管理者和用户，以及时排查问
题所在，第一时间纠错。显然，对于互联
网公司来讲，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
在后台系统上增加预警反馈功能即可，
不管是用户因素、单车故障因素，还是
平台计费故障，都可以通过预警机制处
理掉，从而避免问题拖延下去，对双方
都不利。
从媒体调查和用户反馈的情况看，

共享单车出现“天价扣费”因素很多，
其中以单车故障、车没锁好、系统出错
等为主。说明共享单车的硬软件都还不
完善， 需要根据用户和市场的反馈信
息，尽快加以修正、改善，把负面影响降
低到最小化。毕竟共享单车属于高频次
服务，侧重点在于用户体验，如果用户
体验太差的话， 就会对平台产生不信
任，乃至于排斥，转而投向其他平台。可
见，平台要把用户体验放在首位，不能
让“天价扣费”毁掉信誉。
目前，共享单车市场增长很快，竞争
参与主体越来越多， 部分平台为了争抢
份额， 热衷于搞集中投放单车、 价格战
等，把重心放在拓展推广市场方面，却忽
视了用户体验、服务质量。如此做法没有
搞好轻重缓急，急于求成拼抢地盘，反而
可能因根基不稳， 难以留住用户而功败
垂成，到时候悔之晚矣。因此，共享单车
平台还是要静下心来， 打磨好每一个细
节，用心服务每一位用户，以良好口碑和
优异质量去赢得胜利。
江德斌

竟有此事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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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寓如发现订餐、送餐的同学，将给予该
同学寝室断电3日，如有同学举报订餐、送餐情况，
给予500元奖励。”同时，通知下方还注明，学校绝
不会泄露举报者信息。近日，位于大连市金州新区
人文街的大连财经学院发出的一则通知， 引来了
众多学生的吐槽。（4月20日《大连晚报》）

王
铎

禁学生订外卖
高校应少些包办思维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网络订餐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最年轻最具有活力的学生群
体，面对这样的新生事物，也肯定
是忠实的体验者与拥护者。不过近
年来一些学校，对“禁止学生订外
卖”，似乎有着极大的热情。每次类
似“禁令”出台之后，也都是学生
一片哗然，外界一片争议。
学校不禁止订外卖其实有一千
种理由，但他们选择禁止订外卖，理
由便大同小异了，无非是“消除食
品安全， 交通安全隐患”、“维护校
园秩序和安全稳定”、“保障广大同
学的饮食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等
等。 而此次大连财经学院的理由也
差不多——
—学校是因学生订外卖造

医院来信

成垃圾较多不好收拾， 而且学生宿
舍的厕所特别臭， 所以才出台这项
规定。这些理由基本上大同小异，那
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
问题也来了， 都是为了学生
好， 那么为何学生却不买账呢？众
所周知， 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
人， 也就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
人。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学校该
放权就得放权，比如学生的吃饭权
以及选择权。遗憾的是，一些高校
采取的禁止送外卖的举动， 一方
面，是对学生自由的一种干涉与限
制，另一方面，也涉嫌商业垄断，因
为这等于用学校的行政权力排挤
了其他的竞争对手。如此分析便不
难证实一点： 高校禁止订外卖，是

完全站不住脚的。
更何况，从这所学校的实际情况
来看，禁止外卖也不科学理性。据学
生透露，这所学校在山上，学校周边
根本没有商家， 学生的订餐渠道，也
只有学校食堂和校园内的商家。同
时，因为学生众多，再加上休息时间
很短（这所学校上午11点40下课，下
午12点50上课），所以学生最合理的
选择，就是订餐。既然如此，学生订餐
何错之有呢？ 至于垃圾不好收拾，那
也是学校管理方面的问题。
禁学生订外卖，高校应少些包办
思维。禁止大学生订外卖，实则也是
对学生权利的挤压。更何况，就算学
校觉得不合理，要禁止订外卖，那也
应该有征求民意的环节吧？ 龙敏飞

医保套现的耻感缺失更需警惕

在尚未进行任何身体检查，甚至
从未见面、从未提供任何医学证明文
件的情况下，深圳市不少公立三甲医
院的医生便能 “凭空” 开出正规处
方， 与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医保套
现，不法分子通过地下交易售卖处方
药赚取差价，医生与套现人员也能分
到一杯羹。深圳市卫计委、市医管中
心及社保部门介入调查，目前三名涉
事医生均已被暂停处方权，停职配合
调查。（4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医保套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住
院套现，即通过假住院或分次住院套
取医保资金，医院得好处，有时也给
患者一些甜头，譬如住院不要钱反而
发放补贴等。患者也可以钻异地医保
信息不通的空子，拿着异地的假发票

报销。这类套现侵占的是医保共济资金
的钱，将导致医保共济资金流失，性质
十分恶劣。医院和医生能够认识到这类
套保很丢脸，对此有耻感。
另一种医保套现， 是门诊和药店
套现， 即把医保个人账号的钱兑现成
现金或物质。此次深圳查获的，就属于
这一类。 由于职工医保个人账号是封
闭的，不拿出来共济，不用则里面的钱
一直存在， 再怎么用也用不到别人的
钱。也就是说，个人账号的钱几乎可以
等同于患者自己的钱， 这就导致这类
套现的危害性不大。 一些医务人员和
药店工作人员对这类套现普遍缺乏耻
感，认为没什么大不了。
患者也有相同想法，个人账号的钱
不用就是死钱， 用了也影响不到别人，
等于是自己的钱。不仅如此，当职工从

甲地到乙地工作时，原来个人账号的钱
如果无法转接， 将来可能会白白浪费，
那还不如赶快套现。 即使职工不调走，
能用这些钱买牛奶大米等生活用品，则
很多人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市面上很多
药店或明或暗地售卖生活用品，甚至已
成公开的秘密，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类套现的危害比第一类要小
很多，但两者性质相同，均属违规。这类
套现因缺乏耻感而普遍存在，首先伤害
的是社会的法治精神，更对医务人员的
求真务实精神构成严峻挑战，耻感缺乏
还会由第二类套现平移到第一类套现，
危及医保共济资金安全。可见，个人账
户套现缺乏耻感值得警惕，应看清两种
套现行为的区别，洞悉医保个人账户的
特殊性，如此方能量体裁衣，制定针对
性的治理举措。
罗志华(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