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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敢 当 头

制止餐饮浪费，不能靠餐厅“息事宁人”
据报道，
这几天，
北京丰台某餐厅服
务员因制止顾客餐饮浪费反被指责，引
发热议。2月21日，
丰台区餐饮住宿服务
行业协会会长穆慧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餐厅无错，
不应为浪费者免单。
尽管个别网友对餐厅三番五次劝
导行为有所质疑，
“不是提醒是骚扰”，
但舆论总体对此持认同态度。为此，当
事餐厅为受了委屈的服务员颁发了“安
慰奖”，而这也体现出餐饮行业作为制
止浪费的重要践行者，正在发挥作用。
然而，餐厅免单理由是“顾客在店
里用餐时发生了不愉快的情况”，舆论

对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并不认同。 有权劝阻、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其“委曲求全”的态度，暴露出餐饮行业
事实上，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在制止顾客浪费时的尴尬角色。因无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也将适量
执法资格，对于顾客浪费，餐厅只能温
点餐、践行“光盘行动”明确为文明行
和提示、劝导，若遇到任性的消费者，自
为，并同时规定，对于违反者，经营管理
然难以发挥劝阻效果，甚至会出于经营
单位有权劝阻、制止，否则可拒绝提供
考虑要“和气生财”，而选择“睁一只眼
服务或将其劝离，并可视情况不退还或
闭一只眼”。
部分退还已支付费用。就此看，当事餐
目前，
《北京市制止餐饮浪费规定》 厅的做法也有理有据，冲突发生后主动
正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规定餐饮服
免单“息事宁人”则颇有些“委屈”。
务经营者应设立劝导员，提示消费者适
不仅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完
量点餐、取餐，对明显过量点餐、取餐的
成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
行为进行提醒、劝导。任何单位和个人
法（草案）》也对此明确规定：餐饮服务

提供者应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
浪费提示提醒，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
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或者由服务人员提
示说明，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不
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这就提醒，针对餐饮浪费行为，相
关执法机制也要跟进。比如，类似冲突
发生后，可由餐厅提供录音、录像、照片
等证据，提交执法部门依法处理。总
之，只有将法律落实到具体执法的细枝
末节中，制止浪费才不会只停留在法律
条文上。
（据新华网）

Y【 有 此 一

【
J 金玉良言】

手机统一保管有助于管理责任落地

足球场变赶集场

日前，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
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
北京市
教委在此基础上，对各区和学校提出“北
京版”中小学生手机管理要求，
明确手机
保管的工作制度和规范，
明确责任部门和
责任人，
避免手机丢失或损坏。市教委还
表示，各区要加强对学校工作的指导，将
学校手机管理纳入日常监管，
加强工作检
查，
建立通报整改制度，
确保工作落实。
手机作为最主要的电子产品，
对未成
年人成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已到了非限
制不可的地步。调查显示，
儿童每天持续
用平板电脑1至2个小时以上，
三个月视力
就可以从1.0下降到0.5左右。青少年玩手
机的伤害远不止于此，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孩子如果每天使用智能手机、
电脑和电视
等终端电子设备的时间超过1小时，
会伤及
心理健康，
主要体现在内心幸福感差，
焦虑
或抑郁风险高，
自我控制能力和情绪稳定
性差，
好奇心不断下降。
很多人认为手机等电子产品对学习会
带来帮助，
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据调查
显示，
携带手机上学对学习利大于弊的也
不会超过5%，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不仅未能
从中受益，
反因自控不力而深受其害，
难以
集中精力而对学习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
情况下，
限制学生在校园内携带和使用手
机，
关乎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也关系到

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消除特殊的例外，
实现管理学中最基本的
不过，
由于手机属于私人物品，
需要明 “公平性”原则，
为解决管理阻力提高管理
确管理权限才能避免侵犯个人权利。当
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
统一
下，
管理手机的必要性、
重要性和紧迫性已
管理模式的简便快捷为提高管理的效力创
有广泛共识，
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依据， 造了条件，
实现了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2018年8月，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综
统一管理模式下，
学生手机的上缴、
使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提出，
严
用等行为都会有具体可循的规则，
也令手
禁学生将个人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机管理实现“以学生为主”向“以管理为主”
带入课堂，
各学校也对禁止带入作出了明
转变。过去手机管控难，
就在于“以学生为
确的要求。不过，
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
中心”的导向机制下，
管理者必须充分尊重
则和责任分解，
也就没有落实常态化的管
个性化和个体化要求，
无法采取统一措施，
理措施，
“禁止令”并未真正落到实处，
发挥
执行时难以做到高效精准，
往往走向了两
应有的作用。
个极端，
要么放任自流置之不理，
要么剑走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
偏锋过犹不及，
采取了砸打等暴力方式，
违
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延续了之前的规定要
背了法治原则也背离了教育初衷，
教育者
求，
又作出了具体的措施性安排，
包括实行
的责任也很难真正得到体现并发挥作用。
手机统一保管的模式，
从根本上解决了“谁
手机实行统一保管有助于责任落地，
来管”
“怎么管”两个问题，
也填补了之前的
其间既包括硬件的完善，
比如具备保管手
执行困境。
机的场所和设施，
又包括具体的管理方式
手机实行统一管理的模式，
至少解决
和责任人员，让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
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将管理的权
依。在此基础上，
还会辅以家校沟通与协
限下放给学校和老师，
赋予了其日常管理
作，学生行为的教育与管理，违规行为的
权。有了法定授权，
以老师为代表的学校
惩戒与引导，必要使用的满足与规范等，
管理者就可以消除顾虑，
大胆履行自身责
以综合手段的运用达到管理效果最优
任并开展管理。另一方面则是解决管理方
化。总之，手机作为学习的非必需品，只
式难以统一的限制。手机管理作为学校管
有真管实管和严管，
才会达到社会认知与
理的重要内容，
理应遵循管理的公平性、
普
行动的高度统一，
以手机管理实现教育管
适性和高效性等原则，
实行统一管理就能
理的上档升级。
（据新华网）

H【 画 里 话

用好压岁钱 适应新年俗
和往年春节一样，孩子们都会收到
数额不菲的压岁钱。收到压岁钱，孩子
高兴，家长却纠结了，因为有的孩子拿到
钱就开始胡乱花，逛超市、买玩具、打游
戏，这令家长们很是头疼。如何引导孩
子科学合理地使用压岁钱，成了家长们
关注的话题。
压岁即为压祟，古代的时候晚辈得
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最
初的压岁钱只是徒有钱名，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可以流通消费的货币，而是只
具有象征意义的钱样载体，上面刻着吉
祥语。压岁钱的初心是长辈给孩子的祝
福和关怀。
那么，当下引导孩子科学合理地使
用压岁钱，家长首先要让孩子正确认识
压岁钱的意义，让孩子明白压岁钱的“前
世今生”。其次，和孩子一起制定可行方
案。每个家庭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都应

适应“厉行节约”
“用之有度”的新年俗。
有理财专家就建议：把孩子的压岁钱分
成三份，一份用于合理消费；一份存入银
行；一份与他人分享——用于帮助急需

帮助的人。这个建议，为孩子胡乱花钱
设置了障碍，让压岁钱利人利己，更好地
发挥价值，家长们不妨一试。
（据新华网）

“物尽其用”
用错了方向
近日，贵州省都匀市某足球
场被用于赶集而遭损坏的消息引
发热议。报道视频显示，该足球
场上搭建了很多售卖商品的棚
子，而草皮、看台等都有不同程度
的损坏。有当地球迷在社交媒体
上反映，春节期间该足球场多次
被占用，每月占用四次，每次占用
球场约 1.5 天，每次赶完集后，场
内都会遗留大量废弃物。
对此，都匀市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在 2 月 20 日晚回应称，此举
是为了满足春节期间群众的赶集
需要，并表示其破损人工草坪已
修缮完毕，同时明确不再将该区
域作为赶集区域。
据悉，该球场是列入贵州省
公共体育普及工程 2020 年第一
批中央预算投资计划建设的五人
制足球场，于 2020 年 10 月建成，
在今年 1 月才开始投入使用，向
民众免费开放。
投资建设足球场地，初衷是
为解决公众“望球兴叹，一场难
求”的矛盾，然而作为全国首批社
会足球场推进工程球场，建成不
久就被挪作他用，公众还未来得
及为“有地踢球”欢呼，下一秒就
被“鸠占鹊巢”，
令人大跌眼镜。
当然，从当地政府角度而言，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语境下，临时
性划定赶集区域，缓解农贸市场
人员密集的压力，其初衷或许是
好的：都说“物尽其用”，特殊情形
下的应急之用，也可以理解。
但群众赶集，怎么看也不是
非得占用足球场才能进行。尤
其对于一个建成不久的新球
场，不仅被多次占用，还造成了
破损，某种程度上，如此利用腾
挪 球 场 ，就 是 对 资 源 的 浪 费 与
破坏。而牺牲公共运动场地，
也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公众进行
体育锻炼的权利。
现实中，公共体育场地本就
少，
“专场专用”是社会足球场最
基本的使用要求，若被随意侵占，
怎么看都有违球场建设初衷。说
到底，足球场被挪作赶集场，是一
记公共资源管理的“昏招”，
“物尽
其用”用错了方向的事情也不该
再次发生。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