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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纸代塑不该是商家的选择题
郝雪梅
一个普通塑料袋的平均使用时
间2
5分钟，但它的降解至少需要 4
7
0
年，而目前整个外卖行业每天产生的
订单量近 3
0
0
0万个……一次性塑料
餐具、包装袋给城市环境造成压力。
继外卖 APP纷纷增加“不需要一次性
餐具”的选项后，现在，更进一步的针
对餐盒、包装袋的环保计划正在展
开。上海长宁区市场监管局正在试
点“以纸代塑”试点，鼓励企业生产使
用环保餐盒和纸质包装。
组织企业生产“环保餐盒”和“纸
质包装”。换句话说，就是推广“以纸

就事论事

代塑”，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不再鼓励
使用塑料制品送外卖，而是鼓励选用
纸张生产的餐盒，鼓励普通的没有汤
水的食物用纸张包起来。
为了实施“以纸代塑”，上海长宁
区的监管部门对企业进行了积极引
导，
引导生产企业加大
“环保餐盒”
的研
发和生产热情，
对使用选择
“以纸代塑”
的外卖企业，
给予一定奖励和补助。
但是，
“以纸代塑”不应该是环保
社会建设的一道选择题。目前，上海
长宁区的推广还只是处于“商家主动
选择”的层面，这远远不够。要让“以

纸代塑”成为唯一选择。
对于市民而言，会担心“以纸代
塑”的安全问题。其实，纸张的安全
系数远远高于塑料制品。纸质餐盒
是以玉米、秸秆等可再生物质为原料
的，不仅无毒而且环保，有关部门应
大力宣传。而外卖企业担心的是价
格问题，但是价格不是选择污染包装
的理由。减少一次性塑料餐具、包装
袋给城市环境造成的压力，一直是重
要的环境保护课题。这个时候，
“以
纸代塑”就不该是送餐外卖的选择
题，而应该具有强制性。

漫说

严惩不贷
网络女主播“东北水仙二嫂”日前落
网。
因在“狼友直播”平台上进行淫秽表
演，该女主播曾“红极一时”。短短 3个月，
“狼友直播”平台吸纳全国各地注册会员
1
7
.
7万人，涉黄女主播 1
0
0
0余名，涉案金额
超千万元；浏览涉黄直播平台的人次达百
万余，遍及全国。
这起特大传播淫秽色情网络直播平台
牟利案告破，也揭开了涉黄直播牟利的真
相——“黄播”背后，暗藏的是一条精心设
计的规模化、组织化、
产业化黑色链条。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丁慎毅

新闻：1
1月 1
9日，网友在微博发
帖称，有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内
下车向黑熊投掷物品，导致黑熊聚
集行车区域，造成安全隐患。昨日
下午，北京野生动物园发布声明称，
事发地点确系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
游览区内，涉事男子下车速度较快，
其投掷的物品为用做饲料的胡萝
卜。
（
《新京报》11月 21日）
点点评：
真是前仆后继。
新闻：在重庆市江津区有一个
青堰村，近些年来，青堰村可以说是
远近闻名。这个村里一共有 3
6
7户
村民，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
这3
6
7户村民家中，竟然出现了 4
2对
双胞胎。更令人惊奇的是，村民说
就连村里的母鸡也常常生下双黄
蛋。
（看看新闻 11月 21日）
点点评：
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
新闻：英国媒体根据英国金融
服务咨询机构的数据给王室算了一
笔“经济账”：英国王室每年需要 2
.
9
2
亿英镑来满足日常所需，这相当于
每个英国人需要贡献 4
.
5英镑。但与
此同时，仅在今年，王室借助其影响
力 ，对 于 英 国 经 济 的 贡 献 就 高 达
1
7
.
6
6亿英镑。
（
《环球时报》11月 21
日）
点点评：
性价比不错。

郭文斌

北京市将设立一批接收 3-6岁儿
童接受保育和教育的社区办园点，办园
点可由个人、单位和社会组织来承办，
教育部门对其负主要管理责任。各区
教育部门应联合乡镇、街道对现有的无
证幼儿园进行排查，对条件较好的无证
幼儿园给予支持和帮助，创设条件使其
符合社区办园点的要求，并对社区办园
点的举办者加强管理和引导。
（《新京
报》
）
解决入园难，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
幼儿园，但从现实来看，这很困难，即便
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同样也面临
资源有限的现实。对于无证幼儿园，最
好的办法就是“收编”，可以说，无证幼
儿园择优转正是务实之举。

微观点

坐等教育 APP立法不如先设门槛
新闻点点评

“择优转正”
缓解入园难

有家长发现，自家孩子在 APP上
项管理经验得失的基础才可展开。那
的一些板块中灌水、发帖、聊天，完全
么在相关法律出台之前，
有关部门更要
找不到一丝学习的迹象，记者根据家
发挥行政管理能动性，
不能坐等立法而
长提供的信息调查发现，这款 APP可
放任乱象横生。
供选择的圈子数量超过 1
0
0个，有供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对教育
学习的高中、初中、小学等各种学习
网站和网校进行管理的公告》明确：
讨论圈，也有供阅读的“阅读角”等，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办冠
也 有“ 小 学 自 拍 交 友 ”、
“暗恋心事
以中小学校名义及面向中小学生的
房”、
“ 失恋治愈系”等圈子。这些圈
网校和教育网站，必须经省级教育行
子并没有明确的中小学生以及大学
政部门同意，并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生的区分。对此类现象，监管部门也
核准。”
无计可施，于是越来越多的学习 APP
只要是涉及教育，教育部门就要
在圈子上玩套路，打擦边球。
管起来，
而且还要从在线学习APP的开
有专家指出，关于在线教育如何
发推广阶段就设置门槛和机制，
比如，
规范，教育主管部门无法监管的尴尬
对学习 APP分级，有小学 APP，中学
处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要有相
APP，
大学 APP。如果平台管不好交流
应的立法。这确实是大实话，但立法
圈，
那就必须关闭。只有这样才能倒逼
要有一个过程，而且立法必须是在各
平台通过科技创新来赢得市场份额。

建行开展
“签到送流量 流量兑大礼”活动
回馈手机银行用户
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推出以
来，不断推陈出新，服务项目现已涵盖
金融及非金融服务，拥有超过 2.
5亿用
户。为回馈客户，中国建设银行将于
2017年 9月 20日—2017年 12月 31
日，面向所有手机银行客户端用户开
展主题为“签到送流量，流量兑大礼”
的优惠活动。活动期间，用户通过手
机银行活动页面每日签到即可获得随
机流量值，还能参与游戏来抽取更高

流量值，游戏好玩，礼品更是丰富。流
量值可直接兑换成实际的手机流量，
或以“流量+支付金额”的形式购买活
动商品，活动商品包括手机话费、星巴
克电子券、京东 E卡、COSTA电子券、
滴滴快车券、爱奇艺会员等，涵盖了娱
乐出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垃圾短信治理，协作重要，但根本
上还是离不开关键责任者——电信运
营商的“守土有责”
。
——近日，一份报告的数据显示，
今年“双 11”期间，垃圾短信攻击量翻
番。光明网评论称，叫醒“装睡者”是关
键。
小区物业无权“禁狗”，更积极地介
入文明养宠，或许才是小区物业的应有
责任。
——不久前，成都双流一小区禁止
业主养狗引发争议。
《新京报》称，物业
此举越权。

一事一议

惩罚告密者
不可一概而论
宋潇

近日，宁波一名小学生把巧克力带
到学校，被同学发现，向老师举报了。
而老师的处理方式则有点出人意料：惩
罚了告密学生。这一惩罚赢得了网友
的叫好。之后当事老师的一句“学生告
状很正常，但不能以此培养告密者”再
次引来点赞声。
（澎湃新闻）
要区分告密是出于朴素的道德感，
还是出于其他私心目的，有时，小学生
分不清这两者，就需要老师来告诉他
们。也许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
对待方式，不告密、不揭发自然是好事，
但包庇或者纵容同样不该提倡。老师
拿捏好分寸，学生分得清是非，才是良
好的班级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