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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济南火车站大屏幕
曝光失信“老赖”

■本期点评 雨山

“空中瑜伽”
吸引上海白领

“这餐具被狗舔过， 别人以后还用不用了？”
8月19日中午， 在大连市柏威年地下一层美食广
场， 一对男女把奶茶倒进公共餐具后， 让宠物狗
舔食碗里的奶茶。 现场照片被传到网上后， 引发
了网友的热议。 （8月21日 《半岛晨报》）

狗用人碗来进食， 很正常， 很多家里养了宠
物狗的人， 可能都会顺手拿家里的碗、 盘、 碟子
给狗当进食的容器。 但是把狗用过的碗， 再拿来
给人用， 这就不正常了， 毕竟上面说到的拿家里
的碗、 盘、 碟子给狗用的人家， 以后也不会再把
狗用过的器具给人用。 可以说， 这才是新闻中这
对男女在餐厅把奶茶倒进公共餐具喂狗引起极大
争议的原因所在。

在当事人自己看来， 我用的餐具， 狗当然可
以用， 因为这狗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 我们从来
没有拿它当狗看。 问题是， 它是你家里的一员，
它和你的感情和亲人一样亲， 但它不是大家的家
庭成员， 和大家没有感情， 而它刚刚用舌头舔过
的餐具， 却还要被大家使用， 即便这个餐具可能
会被餐厅清洗、 消毒， 可那种心理上的影响和伤
害， 却是客观存在的。

而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 “狗舔人碗” 的
背后， 则是无规则意识的一个缩影。 我们的社会
之所以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 保持正常的秩序，
是由各种各样看得见， 看不见的规则来保障的，
这其中既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 也包括社会的公
序良俗、 道德意识。 当少数人缺乏规则意识， 不
把社会规则当回事， 会对更多人带来负面的影
响， 就像新闻中这对拿碗喂狗的男女， 就是典型
的缺乏规则意识的表现， 他们的行为让周围很多
人， 也让网络上更多人感到难以接受， 有种被侵
犯感。 而当缺乏规则意识者从 “少数人” 变为
“多数人”， 必将引发可怕的， 甚至是灾难性的后
果， 因为我们将坠入一个 “无规则社会”， 试想
一下， 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把国家法律和社会
道德当回事， 那后果将会是什么？

从法律层面来看， 公共餐厅里狗舔过的碗具
能否给人用， 似乎难有法律规定， 但是从道德角
度来看， 这显然是不允许的。 那么新闻中这对男
女， 难道不知道这背后的道德规则吗？ 其实未
必， 正如前面所说， 在他们自己的家里， 狗可能
有自己专属的进食器具， 狗用过的东西， 人也不
太可能会用， 这显然也是他们的规则， 但是一旦
到了外面， 这种规则就自动失效， 狗用过的东
西， 他们不能用， 但别人可以用。 这说明， 在我
们的社会上， 有这么一部分人， 他们遵守的社会
规则是有选择性的， 对自己是一套规则， 对别人
又是一套规则。

如何避免类似 “狗舔人碗” 这种现象？ 我们
在这里讨论这件事， 谴责当事人的做法， 也是应
对办法之一， 但更为直接的方式， 则是在现场就
予以制止， 不管是周围的顾客， 还是餐厅的经营
管理者。 只有当我们敢于对这种无视社会规则的
行为积极说不了， 则遵守规则的人才会多， 不守
规则的人才会少。

为防高温烫伤
小火烈鸟穿上“鞋子”

防空洞成天然“空调”
民众洞中乘凉打牌

上海现共享单车“坟墓”
堆积如山场面壮观

“狗舔人碗”
是无规则意识的缩影

8月17日， 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内的工作人
员为了防止小火烈鸟脚被高温地面烫伤， 为它穿
上 “鞋子”。

点评： 如此 “人性化” 的措施， 彰显了公园
工作人员的细心和智慧。

8月23日， 济南火车站广场大屏幕24小时循
环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引得许多旅客驻足观
看。 据悉， 这是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首次借助
火车站电子屏推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督促 “老
赖” 履行法律义务。

点评： 让 “老赖” 曝光就是要让赖皮之人知
道， 他们摊上事儿了， 摊上大事了！ 不讲诚信的
人， 要让他们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8月22日， 广西柳州市区被高温笼罩， 不少
民众来到该市人防工程纳凉点中避暑乘凉， 在防
空洞中打牌、 下棋、 看电视或睡觉等。 当天， 柳
州市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城区将出现
37℃以上的高温天气， 而防空洞中气温为20多
摄氏度， 犹如天然 “空调”。 柳州市内石山星罗
棋布， 山体内众多洞穴被当地作为人防工程使
用。 2010年起， 7月至9月， 当地官方免费开放
防空洞， 供民众纳凉避暑。

点评： 此举应该点赞， 让闲置的防空洞发挥
作用， 既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 还能满足人们纳
凉的需求， 可谓是一举多得。

8月23日清晨，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00层
观光厅， 一场别具特色的瑜伽课吸引了众多白领
前来， 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感受 “空中瑜伽” 的
魅力。

点评： 在高空上瑜伽课， 远离城市的喧嚣，
也许有助于达到瑜伽所追求的 “身心合一”。

8月22日， 在上海静安区某违停非机动车堆
放现场， 上万辆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被摆放的密
密麻麻， 野生植物无人打扰随意生长， 从空中俯
瞰场面壮观。 据上海市静安区交通委介绍， 静安
区从今年1月开始清理辖区内违规停放的非机动
车， 统一收集运送至该停车场， 并通知各家单车
企业前来交涉， 但至今未有任何一家企业前来领
取， 后续处置面临困难。 目前， 上海共享单车已
经达到150万辆， 远远超出测算的需求量。

点评： 这事儿得有人管！ 企业不能光管投放
不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