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行业潜规则多见见阳光

@兔妖淘淘：今天早晨在楼下等电梯，你可以想象人
有多么多，等了好一会儿，电梯终于来了。电梯上升，3楼
停了，两个人大摇大摆地下去了。3楼还坐电梯，有等电
梯的时间早就爬上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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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层楼的上班族

上班高峰能不能不挤电梯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

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烟

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在互

动版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

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

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

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

《我有话说》栏目欢迎您的

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评报区》、《一

家之言》栏目也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为

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来稿

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qlwbqss@163 .com

征稿启事

漫漫画画：：宋宋晓晓霞霞

暑假孩子的快乐在哪里

杨晓奕(芝罘区)

还记得做学生时，班里流
传的那句顺口溜：“考试考试老
师的法宝；分数分数学生的命
根。”有一次接女儿放学回家。
碰上一位家长正在训斥自己的
儿子。“学生学生，是为学习而
生！学生学习不好，还不如去
死！”在众目睽睽之下，孩子的
眼泪直淌，这位父亲却还无动
于衷地滔滔不绝。那孩子考了
97分，就惹得家长痛骂。有些家
长对孩子的要求，只管学习好

什么都不用做，剩下的一切都
由家长操办。暑假还没到，有些
家长手头上的特长班就有五六
门了。孩子像是一台学习的机
器，休息时间都被打乱了，何况
是玩的时间。

女儿因为这次小升初的
毕业考没考好，就上了补习
班，在十几平方的教室几乎要
呆上一天。作为母亲，我的心
里是非常舍不得，但孩子愿
学。女儿的理由是初中一下要
加上四五门课，怕自己跟不
上，说班里的同学，大多数都

报了小升初的补习班。放暑假
本来是没有作业的，女儿上了
补习班，每天还要做一大堆习
题，连自己喜欢的游泳也放弃
学习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家长真
是很无奈。印象最深刻的是有
一次看报纸，是大学生的一张
毕业照，五个学生五个戴眼镜。
作为家长真不明白，孩子的健
康快乐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
要？看着女儿稚嫩的双肩上背
着沉重的书包，暑假孩子的快
乐在哪里？

身边充满爱

叶子(芝罘区)

烟台前几天连续下雨，阴霾
的天气使得心情也没有那么明
媚。正值下班时间，可是雨丝毫
没有停下的意思。

由于没带伞，只能冒雨挤公
交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站着。
车辆经过红绿灯时，透过挂着雨
滴的玻璃看到了这么一幕：一个
姑娘将车停在路边，冒着雨拿着
伞送给站在路中央指挥交通的
交警。听不见说什么，只见交警
对姑娘点了点头然后姑娘带着
伞离开了。猜测是姑娘看雨太
大，想给交警送把伞遮雨，结果
交警拒绝了姑娘的好意，点头表
示感谢。瞬间感觉这幅画面好温
暖。

下了车，雨还是继续下着，
心情已经没那么糟糕。由于着急
回家，于是冲到雨里。然而雨太
大，所以走到小区报亭时便停下
避雨。没想到报亭老板很热情地
招呼进去坐，还递给一条毛巾擦
雨。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在
经历了这么一段感受后，感动得
无法表达。

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要
像身边这些人一样，在别人需要
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将别人对
我的帮助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
多的人继续传递下去。正如一句
歌词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
点 爱 ，世 界 将 变 成 美 好 的 人
间……

对乱写乱画者

应立个规矩

马永昆(长岛县)

长岛县北山公园有十多处
休闲亭。前些年由于疏忽管理，
被乱写乱画得面目全非，墙面成
了大花脸。今年政府投资上百万
元，把公园整修一新，亭阁粉刷
得洁白如玉。岂料未过十天，又
被涂写了十余处。“A小姐我爱
你如老鼠爱大米”、“亲爱的帅
哥：我爱你爱到十八层地狱”。群
众不满找领导，领导追查管理
者，管理者说他们是在深更半夜
里谈恋爱时写的怎么办？

笔者认为，此类事应主动立
个规矩，安装上摄像头和告示
牌：乱写乱画者罚款。

有机构统计出首都机场的
准点率只有18%左右。即使万里
无云，乘客也要被闷机舱几个
小时。既然飞机都延误，为什么
民航局要审批那么多航班？中
国民航的发展，是以牺牲乘客
的出行舒服感为代价的，动不
动就延误数小时，动不动就闷
机舱里，低质量的出行让一闷
就几个小时的乘客更像“飞机
难民”。

——— 曹林(媒体人)

102岁杨绛把她和钱钟书稿
费著作权1千万交给清华大学托
管，成立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
生。文人风骨境界当如是！杨钱
境界已入化境，文化昆仑还有几
座？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百岁感
言，看透世态人情，内心淡定从
容，不浮夸，心静如水，知足常
乐，“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
关系”。诚哉斯言！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

——— 袁毅(诗人)

在商言商，如果是一种个
人生存方式的选择，我百分之
百尊重；但如果是商业领袖的
召唤和忠告，我不敢苟同。越是
需要商人们在商言商才能自我
保存的社会，商人们如果只是
在商言商越难以自我保存。这
是因为，在商言商或许可以言
出暂时的利益和清净，但言不
出法治，言不出公平，更言不出
长久的安全。

——— 王冉(企业高管)

新闻：近日 ,央视记者在崇
文门的肯德基、真功夫和麦当劳
3家大型快餐店中，取回可食用
冰块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发
现，肯德基崇文门店、真功夫崇
文门店的冰块菌落数量高于国
家标准，且高于马桶水数倍。(京
华时报)

点评：元素周期表都吃遍
了，还怕那点细菌？

新闻：7月18日晚7点左右，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宏伟路和宏
图街交叉口，一位正在收摊的卖
西瓜小贩被打。哈尔滨市道外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执法过
程中，伤到西瓜摊贩吴伟的执法
人员杨晓亮和汤云龙，属于特勤
人员，即临时工。(人民网)

点评：临时工，专业背黑锅
数十年。

新闻：21日上午，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PM2 . 5
(细颗粒物)分论坛在贵阳举行，
来自中国工程院、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北京大学等部门的环保
专家就“PM2 . 5危机”展开探讨，
专家们称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
PM2 . 5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中新
网)

点评：中国能在世界上称得
上最严重的绝非仅仅是PM2 . 5。

毛旭松

快递还没见到影儿，收件人
就从快递跟踪查询中获悉快件
已被签收。这闹得是哪门子乌
龙？原来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
代替收件人签收了。难道说是快
递员发扬雷锋精神，其实不然，
代签已成为快递行业的潜规则。

这些年来，随着网络的普
及，人们愈发热衷网购，网购热
潮也带动了快递行业的迅猛发
展。短短几年，各家快递公司如
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然而过速
发展难免畸形，快递行业的一些
不规范行为也日益显现。特别像
快递员找人签字或自己代签，将
货物一丢就甩手走人的情况在
写字楼里时常见到。

代签确实方便了快递员，他
们不必花费时间等收件人，能够
节约出更多投递时间。但是对于
收件人来说，自身的利益就无法
得到妥善保护。类似于“先签字
后验货”、“找人代签”等快递行
业潜规则的出现很容易引发快
递纠纷。一旦收件人在拆封后发
现被代签的快递物品存在质量
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常麻烦，不仅
快件损坏存在取证难度，而且快
递公司也往往以谁签字谁负责
的方式推脱责任。

先签字后验货、找人代签等
条款称之为行业潜规则也好霸
王条款也罢，之所以会出现，除
了快递人员的职业素养参差不
齐外，更多还是快递行业监管松
懈、准入门槛过低导致行业鱼目

混杂，过度追求投递速度而忽略
投递质量。总而言之，快递行业
缺乏有效的规范管理制度，内部
行业规范完善的进度远远跟不
上快递行业发展的速度。如今，
到了彻底整治快递行业潜规则
的时候了。

要破解潜规则就要抓住其
命门，就是这个“潜”字。规则本
没错，错就错在“潜”上。所谓潜
规则就是为了攫取利益，大多强
词夺理，上不了台面，却被行业
内部所纵容，各家纷纷使用，潜
规则大行其道。

怎么破解潜规则？首先，快
递公司要加强行业规范，提升快
递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和职业素
养。从内部杜绝快件乱扔、代签
等坑人不浅的乱象，拒绝时效欲

速服务不达的情况。其次，工商
等主管部门要有所动作，不能对
快递公司的潜规则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尽管快递业管理工作量
巨大，还是要坚持查处一起解决
一起。再次，可以通过制定相关
法律法规的形式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也是为了整个市场体
系的规范运行。无论是网购业还
是快递行业，只有将消费者权益
纳入到法制的保护中，才能蓬勃
发展。

快递行业代签只是众多行
业潜规则中的冰山一角，监管的
落空给了行业内部潜规则生存
的土壤。只有将这些潜规则从土
壤中挖出来见见太阳，才会让这
些行业病菌在社会各界的监管
之下从我们身边消失。

@楚楚的天空：总有那么
一些人心里想着的只是自己。

@plato20011：都交电梯
费了，为啥不坐呢?

@烟熏火燎：有些人已经
懒到爬不动楼梯了。

@ciq l l：劝你也不要只考
虑自己就去剥夺人家住低层
乘电梯的权利！你如果嫌挤，
为何不提前一点错开高峰期
呢？人家爬不爬楼梯，锻不锻
炼是人家的权利！不乘电梯当
然好，但乘也没错！你住高层

的其实也有权利爬楼梯的，用
您的话说那岂不更锻炼身体？
也别总想着自己，从自己的角
度出发看问题。

@加菲2：我在1楼等电
梯，一大叔跟我一起，等了五
分钟多，上去之后大叔在2楼
下了。

@兔妖淘淘：对于上班族
来说总是在“挤压中”生活，公
交车你可以不去挤因为你可
以自己开车，但是公司商业大
厦高层的人们就不得不面对

“挤电梯”的情况，在挤的时候
只有听到那声“嘀嘀嘀”电梯
超重的声音后才戛然而止，挤
电梯完全不亚于挤公交，当然
西装革履的挤电梯也是生活
一大看点与乐趣。

@网友：这事怎么说呢，确
实坐电梯是每个人的权利，我
们不能剥夺别人的权利，但是
其实多运动运动对身体好，像
我们这种公司在20几层的真没
办法爬上去。

来源：17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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