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858年 6月 20日，维多利亚女王陪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

德一世，计划泛舟泰晤士河，一览沿岸风景。

然而，时值酷暑，河水散发出可怕的臭味，迫使女王以鲜花掩面，

随后不得不更改游河计划。向来以讽刺见长的伦敦《笨拙周报》，用打

油诗调侃此事，使其成为世人皆知的外交尴尬事件。

18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泰晤士河水质遭到严重污

染，“河水呈黑褐色，犹如冥河”。水源遭受破坏的原因，首先是伦敦人

口的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大量工业污水排入，污染的河流犹如“毒药

库”，成为疾病滋生的温床。

整个19世纪，伦敦总共暴发四次大型霍乱，伤亡数十万，民众日

益恐慌。

1858年 6月以来，百年不遇的酷热天气更进一步加剧了泰晤士

河环境的恶化——“上帝赐予的一条最高贵的河流……沦为最卑贱

的臭水沟”。从此，这一年就以“大恶臭”之年而著称于英国历史（正如

1665年被称为“瘟疫年”）。“大恶臭”不但引起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注

意，更让政府意识到泰晤士河的治理已迫在眉睫。

最早关注河流污染的是报刊媒体。当年夏天，《泰晤士报》开辟

“泰晤士河状况”专栏，逐日介绍河流污染情况，引发全国读者——上

至英国女王，下至平民百姓——的关注。根据报纸报道，由于议会大

厦毗邻河岸，以财政大臣本杰明·迪斯累里为首的一帮议员不得不中

途退场，“急切地逃离这要命的恶臭”。

科学界人士对此也高度关注。1858年，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理查

德·欧文总结年度科技成就，特别表扬前卫生部官员埃德温·查德威

克在公共卫生改革方面作出的贡献。

后者在《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中提出“臭气致病”说，认

为霍乱源于水污染。这一说法与著名化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实地考察

后的发现——“整条河充斥着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并且散发出

瘴气——不谋而合。

事实上，早在 1849 年，纽卡斯尔公爵在议会上便大声疾呼：“泰

晤士河像一个巨大的下水道，除非采取措施净化它，否则它将在居住

于此的250万人中间引起可怕的疾病。”随后，主要由化学家组成的调

查小组被派往现场。在调查报告中，化学家们断言泰晤士河拥有巨大

的自我清洁能力，因此轻微污染“不足为虑”。

至于夏季河水恶臭，化学家们认为是高温快速分解水中有机物

所致，不会危害公共健康。在科学家信誓旦旦的“专业保证（误导）”之

下，泰晤士河污染每况愈下，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伦敦传统的管理机构，带有强烈的自治

色彩。在都铎王朝时代，便流行伦敦人“不要国王，只要市长”的口号。随

着19世纪初英国城市化的发展，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新事务，伦敦逐

步依法设立卫生、教育、警务以及路灯委员会等机构，名目繁杂。到19
世纪中叶，伦敦共设立三百多个各式委员会——处于多头多层而又各

自为政的管理状态，治理泰晤士河自然也就陷入“九龙治水”的困境。

除了伦敦，泰晤士河流经英国其他十余座城市，所有权和管辖权

紊乱；另外，此事还牵涉到法律层面上英国女王对泰晤士河是否拥有

所有权的问题，既敏感又复杂。因此，在治理河流污染时，既需要各地

因地制宜，更需要全国统筹规划，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权责——议

会由此深感“责任重大”。在女王宣称放弃该所有权后，议会迅速成立

新机构“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

然而由于成立不久，委员会权力有限，加上新旧机构相互掣肘，

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议会在1866 年授予泰晤士河管理委

员会更大的管辖权限：负责泰晤士河全河段及周边地区的治理。

自此之后，作为整个泰晤士河流域跨区域的单一管理机构，该委

员会权责清晰，为河流的治理和保护提供了良好基础。

在泰晤士河治理过程中，时任财政大臣迪斯累里（后两度出任英

国首相）的顶层设计居功至伟。身为小说家的迪斯累里是较早具备环

保意识的政治家之一。

1855年，为了阻止民众向河中抛扔杂物导致河道淤堵，他在议会

主持通过“有害物质祛除法”，取得一定成效。同年，在此前工务大臣

本杰明·霍尔“改善伦敦地方管理法案”的基础之上，迪斯累里向议会

提交一份原则性的修正案，即《泰晤士河净化法案》。在此法案框架之

下，“首都市政工程委员会”正式开始运作。

“大恶臭”暴发期间，为了从污染源头进行整治，加快下水道和排

水系统的改进，在迪斯累里的强力推动下，议会同意扩大“首都市政

工程委员会”的权力，授权它“以合适的进度，尽快实施并完成改善首

都主下水道的工程，阻止垃圾在伦敦城区内注入泰晤士河”。

议会还为此专项拨款300万英镑，用于修建伦敦主下水道。“首都

市政工程委员会”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创建了伦敦下水道核心系统，包括

75英里的主道和1000英里的支网。该委员会另一项成就是泰晤士河河

堤的建设，尤其是沿途景观大道设计。此外，该委员会的其他日常活动

还包括清除伦敦贫民窟、开辟新街道、规划商业区等等，成效卓著。

“首都市政工程委员会”权倾一时，但由于组成人员并非由选举

产生，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而且随着托利/辉格党争以及内阁

的更替，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不仅面临外部压力，还必须时刻面对机

构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因此它在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

身也出现了一系列腐败现象。因此在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难免存在

权钱交易的丑闻。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委员会最终被废除，既是内部腐败招致民众敌意

的结果，也是伦敦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需求所致。但出乎意料的是，在结束其

历史使命之前，该委员会竟巧立名目，肆意增加其成员养老金及个人待遇

——愤怒的伦敦市民将其改称为“首都额外补贴委员会”，以示嘲讽。

三

1872年，由托利党改造而来的保守党重新上台，党首迪斯累里推

动议会再次关注下水道排放、河流污染治理等立法问题。

1875年，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明确规定：地方相关机构应及

时维修其管辖范围内的下水道。

1876年，保守党再接再厉，促使《河流污染防治法》成为国家立

法，禁止向包括泰晤士河在内的河流排放污水。

进入 20世纪后，随着《河流法》（1961）、《水资源法》（1963）、《水

法》（1973）、《污染控制法》（1974）等一系列法令法规的出台，泰晤士

河终于重新焕发昔日的风采。

在治理“大恶臭”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包括河流污染

治理在内的环境问题不再是关乎个人卫生问题的小节，而是关乎国

计民生的大事。作为分内之事，政府理应树立清正廉洁的样板，秉公

处理各种权责分配，保证科学决策，稳步推进，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大

恶臭”和环境问题。

毫无疑问，政治家迪斯累里和维多利亚女王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女王尽管日理万机，但在国务活动之余，仍亲自关怀《泰晤士河

净化法案》的进程，并将其提升到与《印度法案》（1858）同等重要的程度。

正是由于上述良好的制度顶层设计，政府在调和利益攸关方责

权的同时，又进一步增强了公众意识，使得上下一心，才共同完成了

这一“玉宇澄清”的历史创举。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公众普遍认为，由奔腾不息的河流将废弃物

带走，比将它留在城里威胁身心健康更好——可见，19世纪英国公众

的态度也是初期治污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恶臭”事件后，经过政府和媒体宣传引导，伦敦市民环保意识

觉醒，纷纷走上街头，从事义务劳动，市政工程由此进展迅猛。横跨泰

晤士河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于1862年5月24日建成通车——这一天，

恰好是女王的生日。

摘自《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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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

伦敦“大恶臭”治理与制度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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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图书1：
《刺客列传》

作者：郑问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漫画《刺客列传》的故事脱胎

于司马迁的《史记》，著名漫画家

郑问集合了春秋战国时期曹沫、

豫让、专诸、聂政和荆轲五位刺

客，将他们的英雄史诗改编成漫

画。尽管对这些故事烂熟于心，但

两千多年的岁月多少模糊了现今

读者的想象力。郑问则以漫画的

形式，重新演绎原著中的一切。原

本只能想象的“易水送别”“荆轲

刺秦”名场面，在《刺客列传》中被

尽情挥洒、水墨淋漓地画出。司马

迁以文字定型了“刺客”二字的精

气神，两千年后则要倚靠郑问，以

笔作骨，以墨作血，赋予这些我们

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件以面相。

推荐图书2：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

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

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本书

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

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

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和酷

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

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

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

“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

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

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

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

根源。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

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

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本书尽管

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

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

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

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

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推荐图书3：
《世纪的哭泣》

作者：［美］兰迪·希尔茨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以广泛而全面的新闻

调查，讲了一个故事：艾滋病，为

什么会在美国流行？为什么在这

场灾难中，时间就是生命？故事

是以时间为脉络呈现出来的，在

阅读过程中，你将知道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和获得性免疫综

合征（AIDS）是如何在美国发现

并扩散的，从中你将看到影响艾

滋病的大量事件及各种人物，尤

其是政府部门、医疗及研究机

构、同性恋组织、媒体中的个体。

它在以大量事实刻画人类的懦

弱、绝望、自私、贪婪的同时，也以

精彩的细节呈现了人类在死亡

危机时的勇气、进取、无私、悲悯。

观 点
mrlying@163.com

5月13日，《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发布，该份《报告》数据来自全国各地小学、初中、高中及中等

职业学校，共抽样调查3.4万余名学生。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

民规模为1.75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则达到93.1%，32.9%的小学

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已开始上网，网络对低龄群体的渗透正持续增强。

随着互联网设施建设推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应用场景增

多，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工作面貌都愈加“网络化”。而调查结果显示，

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的比例达到74.0%，在未成年

人开展的上网活动中，网上学习、听音乐、玩游戏位列前三，其中，诸如

做作业、温习知识、在线答疑等学习方式，已经和传统的课堂教育实现

深度融合。网络已经深刻地嵌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社交娱乐中，

未成年人上网亦是大势所趋。在网络媒介形态多样、场景高度仿真的

特点下，未成年人触网还可以促进其认知世界、开拓视野，不过应当引

起注意的是，未成年人涉世未深，有时会错把虚拟世界当作真实存在，

甚至还会被不法分子伺机利用，在好奇模仿中不知不觉走向违法犯罪

道路。有的未成年人还因过度沉迷网络造成“童年的消逝”，不仅影响其

发育成长，还可能因不好的上网习惯影响或荒废学业。

因而，在未成年人的触网时长、使用习惯、兴趣偏好等方面，家长

教育负有不容忽视的责任。在互联网素养的形成过程中，家长是最好

的老师。如果他们自己能够科学地使用网络，便能产生良好的示范效

果；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对互联网有自己的认知和态度，而且比较正

向积极，家长若能耐心聆听孩子心声，寻求共识，做好听懂网络“原住

民”所想所需的网络“移民”，便能很好地引导、监督孩子使用互联网。

而如果家长放任孩子的触网行为，就容易出现那些不时见诸报端的

沉迷游戏或巨额直播打赏现象。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不仅应输出内

容、供应产品，更应葆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积极的社会担当，对未成

年人触网进行针对性保护。比如，近期许多App都推出了“未成年人

保护模式”，类似分级保护应嵌入企业的使命价值中。

报告中的调查结果现实，65.6%的未成年网民主要通过自己摸索

来学习上网技能，而通过学校学习获得上网技能的为25.7%，这也为

网络技能教育指明了方向。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要让各个学龄段

未成年人的网络技能教育不断档、不脱节，既要在价值上有所取舍，

也要紧跟时代发展和技术潮流，与时俱进明确教育目标，增强教育合

力，提升教育水平。相关科研机构也要从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网络空

间特性出发，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实证研究和科学建议为未成年人网

络冲浪保驾护航。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人，其中

未成年人网民规模为1.75亿人。未来，未成年人的网络参与将会空前

活跃，新的网络社群也在成长发育之中，他们有着更为多元的需求和

崭新的表达方式，网络空间也会随之呈现出新面貌。在这样的背景

下，社会也有必要通过政策法律保护和有效的网络空间治理，激浊扬

清，有力回应新问题。

摘自“中青评论”

1.75亿！呵护未成年网民的“数字化生存”
□白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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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巢快递柜收费风波还在继续。目前杭州、上

海、北京、青岛等地陆续有小区宣布停用丰巢快递

柜。在社交平台上，众多网友仍在热烈讨论快递柜收

费的合理性、免费寄存时长等问题。在新京报独家连

线中，丰巢CMO李文青回应，丰巢将按协议办事，后

续问题具体由地方业务员与小区方面进行沟通。

丰巢快递柜超时收费，原以为是茶杯里的风

波，但没想到，此事却愈演愈烈，成为一起延绵数日

的公共事件。看起来消费者争的是“5毛钱”，实质

上这关乎消费者的选择权，触及了消费者权益这一

根本性的命题，所以消费者对此展现了“不让步”的

姿态。

就此事来看，当下消费者与丰巢快递柜都没有

让步的意思，词锋往来间，各自理由充足。这起涉及

消费者、智能快递柜企业、快递公司三方之间的事

件，本质上仍是一个市场问题，所以要走出争端，就

需回归市场契约精神。在契约框架内讨论问题，对

涉事各方才可言公平。

首先应该看到，消费者与丰巢的纠纷之所以

“吹皱一池春水”，恰恰是因为没有契约可依。正如

5月 10日上海中环花苑小区致丰巢公司的公开信

中所说，在快递的取送上本没有丰巢快递柜什么

事，“丰巢在这里是横插一脚截流的角色”。

在这个交易事件中，与消费者存在契约关系的

是快递公司，而不是丰巢。没有契约关系，彼此之间

就没有权利义务，而市场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

为，所以丰巢的收费必然引起消费者的反弹。

丰巢收费的理由之一是快递柜提供了寄存服

务，收取一定服务费，合情合理。但问题在于，在快

递被投放进智能快递柜之前，消费者往往并不知

情，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消费者的诉求是快递“送到

家”，而不是暂时被寄存别处，所以，消费者也就难

以对这样的寄存感冒，“被收费”更是难以接受。

争议丰巢快递柜收费的另一个焦点，是超过

12小时就要收费。对于这个时间的确定，消费者也

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这种霸王合约式的单方面决

定，让消费者感到了冒犯。

如果说，丰巢快递柜的收费政策没有契约可

依，涉事另一方主体快递公司，就是虽有契约，但没

有对其严格恪守。

根据国家规定，快递员要将快递送到消费者指

定地方，并要做到及时充分告知。但不少时候，一些

快递公司的做法是，他们并不提前告知消费者，就

将快递送到智能快递柜，不管这是不是便利消费者

的做法，都是违反了契约。这种做法，忽略了消费者

的选择权与知情权，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在按件计酬的薪酬体系下，快递公司这么做是

为了提高派送效率，以送出更多快递。效率固然重

要，但不能以牺牲契约为代价。正确的做法是：快递

公司在投放快递之前，应该给出消费者是否送到快

递柜的选项，让消费者自己来选择，而非越俎代庖。

可见，在“消费者-快递公司-智能快递柜”这

个链条上，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契约，要么完全缺

失，要么不被普遍遵守，最终导致的损失却由消费

者来承担。这对消费者不公平。

企业不是公益慈善机构，追求利润是其天然属

性。但追求利润的正当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一

是为股东创造合法利益，二是在给用户提供产品与

服务的同时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丰巢快递柜的问

题在于，虽然其貌似给用户提供了便利，但却侵犯

了消费者的选择权，这注定让消费者不爽。

而且其向快递公司与消费者双向收费的吃相，

也颇为难看，在B端、C端之间摇摆不定，让其商业

逻辑看起来面目可疑，“两头吃”，可能正是这次纠

纷的源头之一。

不管怎么说，消费者、快递公司、智能快递柜陷

入一种互伤模式，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评价此中

纠纷，也不宜代入道德视角。用契约的眼光去解决

争端，是引导市场走向稳健成熟的关键。如果这次

争论能让契约精神被重视起来，也是一种意外的

“收获”。

摘自“新京报社论”

快递柜收费之争需回归契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