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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说事

点
题

消费者权利被侵害，为啥那么多人都“事不关己”

拒拒给给密密码码，，收收银银员员竟竟说说我我搞搞特特殊殊

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该受到限制

律律师师看看守守所所会会见见还还是是有有点点难难
单洪兴（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为了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
的被会见权及律师会见秩序，
我所在城市的看守所自2014年
9月下旬起实行律师预约会见
制度，律师取得预约登记凭证
号后，按凭证号的先后顺序会
见在押人员。这一重大举措，对
维护律师会见秩序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举措的实
施，尚有与实际需求不符之处。

比如新的律师预约会见制
度实施后，看守所只开放两间

律师会见室，一个上午或下午
的时间段内能得到律师会见机
会的在押人员平均只有10人左
右，且律师们在一个时间段内
所取得的预约登记号在下一时
间段不能使用，需重新排队取
号。即使其余十多个会见室空
空荡荡，律师们也无权使用，也
只能眼巴巴地空叹息而无奈地
排队等待那两间律师会见室。
从我近期的两次会见感受及一
同会见的律师同行们的抱怨声
中，我初步了解到，该看守所作
为本市最大的看守所，在押人
员多达几百人，如果想前去会

见，有时必须赶在看守所上班
之前在看守所门外排队等候，
如果去得晚或者预约凭证号排
在10号以后的话，这一时间段
内被安排会见的机会可能就比
较渺茫，以至于出现律师们急
于早出晚归去排队会见的现
象。

在押人员对律师们也是大
发牢骚，有的情绪还不稳定，认
为给律师打了多次电话律师都
不积极会见，殊不知，律师们都
是多次排队而未果。当得知当前
的会见制度后，在押人员对律师
们予以理解，但言语中还是认为

这种安排是对他们被会见权利
的一种限制甚至剥夺。

写到这里，让我想到了
2014年8月法制日报一篇关于
《律师看守所会见难已经消失》
的文章，的确，2013年刑事诉讼法
修改以后，律师看守所会见难的
问题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从目
前情况看，也不能一概而论。希
望有关部门对律师会见作出更
加合理的安排，更好保障律师会
见权及在押人员的被会见权，
让我们共同为法治中国的实现
贡献一分力量。

本报记者 王裕奎整理

欠费后没接到通知就被停电，据法力争后对方认了错

我我给给供供电电公公司司上上了了堂堂法法律律课课
徐可顺（济南槐荫政务中心文
教处）

看到晚报最近关于法治
的话题，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孩
子中考期间的一件事情。那是
一个刚开始燥热的夏季。因忙
于孩子备考事宜，一时竟忘记
交上月的电费(平生还是第一

次)。结果晚上回家发现，室内
竟然没有了电。怎么办？没有
电，饭没法做还好说，可是面
临中考的孩子作业怎么办？

一时我们全家急得团团
转。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供
电站，工作人员说因欠费就
把电闸拉了。我说因忙于其
他事情，确实这几天忘记交

费 了 ；可 是 按《 电 力 法 》规
定，在给用户停电前应该履
行告知程序啊。对此，供电站
工作人员未置可否。我无奈
又 找 到 所 在 区 域 的 供 电 公
司，说明事情经过，并声明不
履行催费告知程序就给用户
停电是违法的。公司人员意
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让我

先消消气，保证先送电，同时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不长时
间，我家又获得了电。从那以
后，我们这儿，无论哪家欠电
费了，供电公司都会在单元
门 前 贴 个 催 交 电 费 期 限 通
知。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即时
停电给用户造成不必要的着
急与损失。

壹点情报站

寻找最佳段子手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现
实生活中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日常生活中，你做的哪
些事和法治有关？举几个例子，应当怎么做才能使家庭
和谐？在社区生活中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各种关系？在
社会上会扮演好各种不同的角色？欢迎说出你的经历、
看法以及期待。投稿方式:

1 .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投稿,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加入“今日说事”QQ群,群号:392120875
3 .发送到邮箱:woxinwen@126 .com
4 .下载壹点客户端，在情报站发表看法。

你做的哪些事

和法治有关

摄像“投”栏目

欢迎您来投稿

“有图有真相”远不如“现场视频画面”有说服力，如

果您的手机、行车记录仪或者监控探头里也记录了一些

有趣、有料的内容，欢迎给我们投稿。如果您上传的内容

很有料，我们将在报纸、官方微信微博和网站上进行重点

推介。

投稿方式：

1 .扫描齐鲁晚报“壹点”二维码，下载客户端，填写注

册信息，上传到情报站。

2 .地址：woxinwen@126 .com

今年春节期间，我到一家
大型公立医院就诊。去收银台
交款时，遇到了一件让我费解
的事。女收银员告诉我，服务窗
外的读卡机出了故障，输入患
者密码只能由她在里面的电脑
上代劳，然后竟然让我把医疗
卡的密码告诉她！

我听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她。我说医疗卡的密码属于患
者的隐私和机密，是不能随便
告诉别人的，包括医院的工作
人员；医院不能因机器故障损
害消费者权利。可那位女收银
员坚持说机器坏了她也没办
法，只能要求病人说出医疗卡
密码，还声称“别人都按我的要
求告诉我了，只有你这么特
殊”。当然，我最后也没把自己
的密码告诉她，而是让她把她

电脑的键盘递到窗口前，由我
自己亲自输入密码了事。事后，
我甚至找到了这家医院的负责人
进行交涉，虽然该负责人也似乎
没把我反映的事情太当回事儿，
但我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

对这家医院提供如此服
务，我非常失望。可值得回味的
是女收银员的那句话：“别人都
按我的要求告诉我了，只有你这
么特殊。”这句话反映出了什么？
每天到这家医院就诊的病人来往
如梭，成百上千，难道他们都在那
位女收银员的无理要求面前规规
矩矩地“泄露”了自己的密码不
成？这里，我不是说女收银员知
晓了别人的密码后就可能会干
出些什么偷盗别人钱财的勾
当，只是，这不符合法律程序。
密码是别人的隐私和机密，不

能随便向别人提供，是受法律
保护的。不管她是否有意，都是
她在利用手中的小小权力对私
权利进行侵犯。

事实上，女收银员向病人
索要密码本身就违反了职业道
德和法律规定，可令我惊讶的
是，我是第一个拒绝她的人。那
么，被一个个索要了密码的其
他人，为什么就老老实实地接
受了女收银员的无理要求呢？
如果大家都这样，都不想“惹麻
烦”，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心态，法律意识谁去培
养，社会正义谁来维护，法治精
神谁又去捍卫？如果大家都对
违法行为抱着“事不关己”的态
度，甚至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
都无动于衷，那么依法维权就
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的价值观之说法

刘天放（山东大学（威海）
翻译学院）

壹点官方APP

熟悉法条的同学

一眼识破了骗局

本报记者 张永斌

前段时间，身边的一位朋友
捡到一个塑料透明小包，里面有
四张抽奖券，她刮开后，其中有一
张竟然中了二等奖，奖品是26万
元支票一张。这位朋友半信半疑。

我和我的初中同学小张说起
此事。小张上班之余，正在准备国
家司法考试。听我说完此事，他张
口便说：“这其实是一种骗局，国
家明文规定抽奖式的有奖销售，
最高奖的金额不超过五千元。”

为了进一步确认，他回去又
专门查询了法条。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
条规定，经营者从事抽奖式的有
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超过五
千元。而26万元的中奖金额大大
超过了五千元的限制额度。

小张说，以前他和家里人也
遇到过此类骗局，还差点上了当。
为了备考司法考试，他背诵了大
量法律条文，开车时也开着辅导
班的音频。这种案例在备考时遇
到过，所以若是他遇到了肯定不
会上当。

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仅要靠司法公正、执法公平，还要靠每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侵犯时，理直气壮地通过合法途径去维权。依法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就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人人如此，法治才有希望。

下期
点题

生活中总有一些片段，能给
我们留下或者美好或者尴尬或
者揪心的回忆，不妨把它们记录
下来，用简短的文字也可以，用
视角独特的图片也可以，上传到
齐鲁晚报“壹点”客户端的情报
站上，保存下来并与大家分享。
我们将定期评选“壹点”最佳段
子手，同时为获得称号的网友送
上小惊喜。

上传及发布方式：
扫描“壹点”二维码，填写注

册信息（务必留下您的手机号，
以便送出奖品），将您创作的段
子上传到情报站里。

●网友“tomato”
就在刚才，老爸拿着刚买

的手机跟我聊QQ，第一次玩，
我说你打字慢，发语音吧，教
他怎么发语音，然后很快发过
来一段长达50秒的语音，开始
就是，儿子，喂你能听见么？我
听不见你说话啊？这玩意用不
了啊？喂？喂喂？

●网友“守望千寻”
昨日，回家参加喜宴，一

桌子菜没吃多少，一问价格，
镇上饭店喜宴近600元一桌。
问一下，为啥弄这么多菜，吃
不了还浪费。喜主说，面子。

●网友“89小丫”
有认识的吗？在老家一个

朋友家拍的，我也不认识，问
了老家人，形状如蛇，所以叫
蛇豆角，真是一道风景。

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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