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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应加大力度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整顿尧规范电信外
呼营销, 对带有欺骗性质的外呼
营销行为坚决惩处

深圳的消费者王女士致电中
国电信客服投诉称, 在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 从 2017年 11月开始,
自己连续 4个月被扣了两项服务
收费要要要七彩铃音月使用费和七
彩铃音-SP彩铃通讯费, 每月共
计 15元遥 经过反复沟通,客服最
终同意取消, 并承诺返还之前多
收取的费用遥 像王女士这样,被通
信运营商强制消费开通 野影子服
务冶 的案例并不鲜见 (5月 10日
叶新华每日电讯曳)遥

所谓影子服务, 就是在消费
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办理了相
关服务,并悄悄地被扣费遥 影子服
务的大致类型有三种: 一是消费
者申请开通某项业务 (如流量包
服务)后,运营商并未实际提供服
务, 却在扣除相关费用曰 二是以
野免费体验冶的名义诱惑消费者开
通某项服务, 此服务免费期满后,
却不经消费者同意, 转为收费服
务曰 三是压根儿未告知消费者或
未经消费者同意, 私自开通或更
改收费服务遥 在实际操作中,后两
种影子服务最为常见遥

由此可见, 影子服务是对消
费者的知情权尧选择权的侵犯遥知
情权尧 选择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
的重要权利遥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野消费者享有自
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冶野消
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尧 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
权利冶野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
易,应当遵循自愿尧平等尧公平尧诚
实信用的原则冶,企业有责任与义
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遥 而违背消费者意愿,搞强制隐
蔽消费,则涉嫌违法遥

既然影子服务侵犯消费者的
知情权尧选择权,那么它为何还能
大行其道?一方面,它的隐蔽性极
强,悄悄地服务与扣费 ,许多消费
者长期被蒙在鼓里遥 另一方面,涉
及金额小, 主张赔偿的维权成本
高,即便有人发现猫腻 ,也可能只
是要求运营商取消服务尧 终止收
费而不再深究遥 运营商违法的成
本极低, 甚至只有收获没有成本,
也就乐此不疲了遥 事实上,影子服
务的隐蔽扣费对个人而言虽不
多,但无数用户都被野薅羊毛冶,就
是一个巨额数字遥

所以, 要消除电信运营商的
影子服务及其隐蔽扣费, 消费者
首先应该多较些真儿, 在日常消
费中保持认真比对话费账单的习
惯, 看看自己的话费是否无缘无
故被消费, 自己的电信业务是否
稀里糊涂地被开通, 以便及早发
现问题,并及时止损遥 如果存在被
忽略的账单, 也就会出现被侵犯
的权益遥 一位法学教授还说,如果
服务商违反消费者的意愿提供强
制隐蔽的服务,涉嫌欺诈,消费者
完全可以要求经营者 野退一赔
一冶遥

当然, 打击影子服务还需要
完善监管手段遥 据报道,大量影子

服务的收费纠纷源于运营商的电
话外呼营销遥 为提升业绩,县区一
级运营公司将大量电话外呼营
销,外包给营销团队操作,外包商
为多赚钱,往往不按规定操作遥

监管部门应加大力度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整顿尧规范电信外
呼营销, 对带有欺骗性质的外呼
营销行为坚决惩处, 甚至禁止运
营商将外呼营销外包遥 同时,强令
电信运营商开通相关业务时要严
格执行野二次确认冶,而非打一个
电话就行遥

宁波市鄞州二院从 4 月 26 日启
用床位管理系统袁 各住院病区将自己
空闲的病床拿出来野跨科共享冶袁由床
管系统按照患者预约时间先后顺序在
全院范围内集中调剂遥系统运行 10余
天来袁各科间已累计借床约 140人次袁
不仅破解了部分科室野一床难求冶的困
境袁而且缩短了病人入院等待时间袁也
让病人少跑腿遥据了解袁宁波市多家医
院此前已实施了全院病床统筹安排袁
跨科共享遥

共享模式的一大好处袁 是将临时
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袁 使它们发挥出
更大的作用遥 医院里不同科室的床位
存在忙闲不均的现象袁 可以通过共享
来提高利用效率遥 比如秋季天刚变凉
时袁是做手术的好时节袁部分外科的床
位就不够用遥 暑假期间是学生就诊集
中期袁儿科尧眼科尧牙科等学生择期住
院的科室往往一床难求遥 冬季是心脑
血管疾病高发期袁 心脑血管内科和老
年内科的床位容易出现紧张遥 假如病
床能够野跨科共享冶袁床位紧张现象有
望得到缓解遥

更进一步的做法袁 则可将潮汐车
道的模式照搬到医院里遥 医院的不同
科室之间袁 住院患者也存在明显的潮
汐现象袁比如生小孩可能出现扎堆袁而
儿童受季节性疾病尧手足口病尧流行性
感冒等疾病的影响袁 也会出现扎堆住
院现象袁 但产科和儿科的住院潮汐很
可能不会出现重叠袁 这样就可以将产
科和儿科建在一起袁 并在两个科室之
间留出几个病房袁 供这两个科室一起
使用遥

当然袁野跨科共享冶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遥 比
如一个科室的医疗资源紧缺袁病床紧张只是表面现
象袁医务人员紧张才是根本原因遥 当儿科医生连本
科室病床都照顾不过来时袁 在其他科室借来的病
床袁就会让他们更加难以应对袁更需要超负荷工作遥
借来的床位相隔本科室远了袁 诊疗就会感到不方
便袁其他科室也因专业局限不便代管遥

但困难并不能否定野跨科共享冶存在的意义袁相
信只要做好了规则设计袁就有望做到趋利避害遥 专
业具有相似性的科室袁如妇科与产科尧普通外科与
腹部外科等袁不仅可以跨科室共享病床袁而且为跨
科室代管病人创造了机会袁至少专业性不强的诊疗
和基础护理完全可以代理遥 此外袁野跨科共享冶不仅
可以针对病床袁还可以针对医务人员袁特别是具有
专业相似性的科室袁 医务人员也可以随病床一起
野跨科共享冶袁 通过医院内部人和物的合理流动袁来
缓解患者住院难遥 罗志华

时光如水袁仿佛转眼间袁那个
举国悲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
10 年遥 当日历再次来到 5 月 12
日袁 有关汶川地震的人和事也再
次进入了公众视野遥他们当中袁有
地震后骑摩托车背亡妻回家的吴
加芳袁有蜷在废墟 6天 6夜尧被截
肢后救出的虞锦华袁 有在获救时
摆出野胜利冶手势尧露出笑脸的郑
海洋袁 还有被废墟掩埋 178个小
时 22 分钟仍保持生的希望的马
元江噎噎他们带着 野最有情义丈
夫冶野夹缝男孩冶野可乐男孩冶野奇迹
先生冶等称呼度过了 10年遥

劫后重生的人仿佛更容易成
为哲人袁 更容易说出一些启迪人
生的金句要要要野总觉得命是赚来
的袁 没太多资格悲伤冶野我既不情
义也不薄情袁 只是一个平常人冶
野谁也不能一直活在过去袁要向前
看冶野遇到再难的事袁 就想想我们
这里冶噎噎地震在这些人心上尧身
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袁 有的
是豁达尧 乐观袁 有的是不想被打
扰尧不想被同情袁还有的是不想被
贴标签遥

10年了袁我们能为这些幸存
的人做些什么钥或者说袁该用什么
样的姿态面对他们钥 媒体的回访
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打扰钥 人

们常说袁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袁
10年了袁这些幸存者的伤痛治愈
了吗钥有些人从不提起过去袁夏天
也穿着长裤长袖袁 不想露出地震
留下的伤疤噎噎

我的父亲袁 生日正好是 5月
12 日袁汶川地震之后袁几乎每一
年临近这一天时袁他都会跟我说袁
野生日不过了袁地震纪念日袁多少
人痛苦着冶要要要地震时远在北方尧
几乎没有震感的他尚且如此袁何
况那些亲历者钥这一天袁多少人心
口都会隐隐作痛吧遥

地震袁在每一个身上尧心上留
下的都是不同的痕迹袁有些人想忘
记也能忘记袁有些人越想忘记越忘
不掉遥吴加芳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常
人袁不想被拔高袁也不想被贬低遥对
这些地震幸存者来说袁最好的帮助
或许正是平视和尊重遥尊重他们的
选择袁尊重他们的生活袁尊重他们
的怀念袁也尊重他们的淡忘遥 他们
愿意讲述当年的经历袁我们就做个
忠实的倾听者袁他们想忘记曾经的
悲痛袁我们也不要刻意提起遥 生活
总要继续袁选择怎么往前走尧怎么
过余生是他们的权利袁他人可以关
心但不应过多干涉遥这或许也算是
旁观者的野本分冶遥

须知袁 有些标签已然给一些

地震幸存者造成了困扰和伤害袁
过度的关注和曝光有时是压力袁
有时是困惑袁容易让人迷失方向遥
经历过地震袁 他们或许更想做个
普通人尧 平凡人袁 有缺点也有优
点尧有开心也有伤心袁而不是每到
那个时间节点就被记起尧 被置于
聚光灯下袁 更不是为了当年的标
签尧野光环冶或者野人设冶说一些不
想说的话尧做一些不想做的事袁他
们有不被打扰的权利遥当然袁这并
不意味着袁对他们完全不闻不问袁
他们想获得帮助尧需要帮助时袁请
一定伸出援手遥

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亲人尧
朋友的突然或意外离世袁 有些也
是花样年华或者正值壮年袁 前一
天还有说有笑后一天便阴阳两
隔袁悲伤可想而知遥 抚平创伤袁每
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方式袁 就像有
人选择大哭袁有人选择照常工作遥
逝者已矣袁生者如斯遥不管地震幸
存者选择哪一种余生袁 他人都应
多一些理解袁少一些苛求遥

统计显示袁10年间袁四川全省
地震灾区再生育家庭共有数千名
婴儿出生袁 近 60%的家庭实现了
再生育的愿望噎噎生命在延续袁
生活在继续 遥 就像郑海洋所
说要要要要向前看遥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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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或许是最好的帮助

阴何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