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的汪女士有一张理发店的储值卡， 她说
卡里余额有两万五千块钱， 最近店家又换了招
牌， 想要继续用卡， 得再充两万五千块钱， 她觉
得不合理。

点评： 建议监管部门要给理发行业秩序好好
“理理发” 了。 如， 提高收费透明度， 美发产品
零售与服务收费应分开计算 ， 明码标价 ， 不
让消费者雾里看花， 还消费者一个明明白白消
费环境。

理发店换招牌经营
顾客储值卡继续用得再充

■本期点评 博雅

为鼓励同学减少餐饮浪费， 上海大学一开学
便推出了 “小份菜” “半份饭” 的用餐方式， 3
元炒面 、 半份馄饨 、 小份生煎…… “小份菜 ”
“半份饭” 受到不少同学喜爱， 更有同学表示，
晚上吃得少时， 半份饭很有必要。

点评： 小份饭菜不仅价格优惠， 还能吃到多
种口味， 又不造成浪费。 值得推广！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图书馆正式开
馆。 高新区图书馆坐落在鱼尾洲公园旁， 总藏书
达15万册。 除传统公共阅读区外， 还设立了儿
童阅读区、 文化交流区、 艺术展览区等， 可承担
读书会、 展览等各类文化活动， 致力成为市民的
“文化讲堂” “城市会客厅”。

点评： 阅读点亮城市不灭的灯光， 不仅构建
了令市民流连忘返的精神家园， 也让城市夜晚多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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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闹市图书馆
打造市民阅读空间

近日， 在服贸会服务机器人专题展区， 一款
中医AI机器人为观众把脉。 这家企业的中医AI
机器人可通过中医诊断方式与人交互， 并提供体
质检测、 健康咨询等服务。

点评： 这样的机器人医生太可爱了。 相信
随着科技技术越来越发达， 我们都会更加健康
快乐。

杜绝餐饮浪费
上海大学食堂推出小份餐

机器人中医“坐诊”
服贸会上为观众把脉

现如今， 骚扰电话与垃圾短信， 早已成为影
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大顽症。 虽然
多年来， 有关部门一直对此严打， 社会舆论也在
加大谴责， 但是骚扰电话与垃圾短信， 如同 “打
不死的小强”， 不时卷土重来， 让消费者和管理
部门伤透了脑筋。

不过， 近期工信部就 《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
叫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这个顽症有望得到遏制。 该文件提出， 任何组织
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 或者用户明确表
示拒绝的， 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
业性电话。 也就是说， 随着这一规定的即将实
施， 曾经肆虐的骚扰电话与垃圾短信将陆续退出
历史舞台。

其实， 针对通信短信息服务， 早在2016年9
月工信部、 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 》；
2018年， 工信部曾发布 《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 关于骚扰电话治理， 工信部也发布了 《关
于加强呼叫中心业务管理的通知》， 要求呼叫中
心业务管理加强准入管理、 码号管理、 接入管
理、 经营行为管理等； 2018年7月30日， 工信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三部门还印
发了 《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 这几
次会战式的清理， 的确成效很大， 然而并未根
治。 那些以打骚扰电话与发布垃圾短信的企业，
还是在铤而走险。

说白了， 如此旷日持久的信息骚扰顽症， 仅
靠突击式的治理， 是不会得到彻底根治的。 而彻
底清除骚扰电话、 垃圾短信也绝不仅仅是工信部
一个部门就可奏效的。

这次规定的出台是工信部结合前期实践经
验， 对以往的规定进行修订而成， 并新加入对语
音呼叫服务的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短信息服务提
供者、 语音呼叫服务提供者、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
者、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规定
了警告、 罚款、 吊销电信许可、 封号等措施。 特
别是工信部将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 “谢绝来电”
平台， 引导相关组织或个人， 尊重用户意愿规范
拨打商业性电话。 按照这个步骤， 可以预见， 骚
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势必会得到有效遏制。

但是，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还会有不法
的企业和个人， 继续从事骚扰电话和发布垃圾短
信， 即使被封号， 受到处罚， 他们依然会继续从
事不法活动。 这就使我想到， 要彻底根治这一社
会顽症， 还需要在国家层面， 在保护公民的个人
信息面前有更大的法律保障。 如加速出台 《个人
信息保护法》， 因为手机号码是公民的个人财产，
也是个人隐私， 有必须保护的必要。 然而， 当公
众去买车、 购置房产、 办理医疗、 保险等消费行
为时， 个人信息特别是电话号码往往就会被有关
商家泄露。 如果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杜绝了这一
“跑冒滴漏” 环节， 那么， 企图以拨打骚扰电话
为生计的不法分子， 也就失去了信息来源和目
标。 对公众来说， 更不要轻易相信骚扰电话和垃
圾短信， 从每个细小环节防范个人信息不被泄
露， 也是当务之急。

我相信， 这次工信部的规定， 由于办法更加
细化、 操作性强， 加上国家有关部门法规的紧密
配合， 那些曾经逍遥法外的骚扰电话势必得到有
效的控制。

根治骚扰电话
需强化公民信息保护

中学班主任买零食
庆祝班级月考第一

近日， 一则班主任买零食庆祝班级月考取得
第一名的视频引发关注。 广东省高明实验中学，
某班级月考成绩获得年级第一名 ， 于是班主
任自掏腰包买各种零食为学生们庆祝， 学生们
一脸兴奋。

点评： 优秀又有爱的老师， 好暖心。 这个班
级一定会更团结， 学习会更努力。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