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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创卫，
要一股真抓实干劲
□ 雁铭
前不久，资阳市委召开常委会会
议，听取《关于创建第五届四川省文明
城市的报告》。会议指出，创文创卫直
接关乎资阳城市品牌塑造和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必须坚决完成创建目
标任务。毋须讳言，在资阳的“双创”道
路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差距，还有许多
硬骨头等着我们去啃。惟有下深水、
动
真格，真刀真枪、
真抓实干地干起来，才
能在创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的工作
中行稳致远，
不断取得新成绩。

创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要有一
股真抓实干的劲。成绩是实干的累积。
“双创”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彰显的是党
员干部作风的转变、
作风的深入和求真
务实的精神，也体现和检验着各级各部
门的工作水平和能力。以真抓实干为
先，需要我们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
感，
把
“双创”
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把心思
用到事业上，
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出实
招、
干实事、
求实效，以扎实过硬的作风
把“双创”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好，稳扎
稳打，容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确保“双
创”目标的实现。这需要我们敢于直面

问题，
继续发扬动真格的工作作风，
无论
是提升市民素质，还是补齐城市建设短
板，
无论是改善市容秩序，
还是整治城区
交通环境，都需要我们始终保持一股冲
劲、
闯劲和干劲，始终以问题为导向，面
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困难敢于挺
身而出。以真抓实干为先，还需要强化
责任落实，强化督查问责，强化统筹协
调，
牢固树立
“一盘棋”
思想，
既要各司其
职、
各负其责，
又要协同作战、
合力攻坚，
以强有力的问责督促责任落实，扎实有
序开展“双创”工作，不断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落细落实。

今年是资阳推进“双创”工作取得
实效和进展的关键之年。我们要认真
对照测评标准、对照市民期盼，扎扎实
实做好补短板和“回头看”的工作，把各
项创建文明城市、
卫生城市的工作做得
更深入、
更细致、
更扎实，在真抓实干中
推进“双创”
工作取得新突破。

儿童票标准
事关儿童权益保护

文
明大家谈

画画

漫
新闻

去看病
近日，一项名为“空巢父
母看病”的网络调查显示：父
母生病时，有七成是自己去医
院；两成不去，在家“硬扛”；仅
有一成会在子女的陪伴下前
去看病。
据《北京晚报》

□ 毛建国

莫让环卫工人流汗又流泪
□ 赵皎帆

对辛劳的城市“美容师”的关爱关怀，以
及对他们的尊重。
近日，微信、
微博上流传一段视频：
我们在为测试中的策划者和所有
沈阳自媒体人策划一场“扮成环卫工人
的参与者点赞的同时，更应该透过这温
去饭店热饭”
的街头测试，
结果走进的 8
馨的表象去寻求实质发现问题，如何保
家餐馆无一拒绝。这样的善意通过网络
障环卫工顿顿吃上热乎饭？环卫工人
在城市传递，
温暖了千万市民和网友。
吃饭、
喝水、
歇脚这些事，到底应该由谁
“我的饭凉了，能麻烦您帮我热一
来解决？
下吗？”一句简单的询问，问出的人情冷
《劳动法》第七十六条中规定，
“用
暖让人热泪盈眶，更让暖暖爱心传递远
人单位应当创造条件，改善集体福利，
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如果环卫连
方。一粥一饭，一菜一座，只是小善，善
小亦为，聚沙成塔，就能形成最温馨的
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满足，这算什么福
暖流。这场善意的测试，测出这座城市
利待遇。当然，可能由于环卫工作流动

性大，集中供餐存在困难，那环卫工人
的餐饮问题是否应该以福利补贴的形
式进行发放呢？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环
卫工人在烈日下无处躲阳，在垃圾车旁
稍做休息，在路边啃硬馒头喝冷水时，
关注点不应是哪个好心人提供了帮助，
而是雇佣单位或部门为什么剥夺了他
们的正当权益。一粥一饭，一菜一座，
这些暖举的时效是有限的，要想真正让
他们感到温暖，就要从源头处解决问
题，
让这份温暖保温、
恒温。
笔者认为，环卫工人真正需要的，
是由法律制度来保障的合法权益，是人

性化的制度关爱，是一份有尊严的劳
动，而不是社会将其作为弱势群体来关
爱。所以需要政府部门健全相关法律，
将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劳动防护用品等
“国家规定”写清列明，并对违法违规方
加强处罚力度，同时监督用工方与环卫
工人签订合同协议，督促其按时缴纳社
会保险等，积极开展“环卫工休息室”建
设工作，尽力为环卫工人提供一个雨天
可避雨、暑天可乘凉、冬天能暖身的专
属区域，为环卫工权益保障建立长效公
平的机制，这样才能真正让环卫工人工
作、
生活得有尊严。

电梯不是你的私人空间
□ 侯江

跳舞中，
请稍后
……

了，在电梯里折腾，不仅是在玩自己的命，
也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何况，
近日，一段叫做“电梯电梯等等我”的
这样的视频还在社交平台上公然流传，若
舞蹈视频在国内某知名短视频社交平台
引起盲目效仿，
后果不堪设想。
上热播。15 秒的视频配上音乐，尽管看起
有媒体采访了相关方面的专家，专家
来很娱乐，可是发起者在电梯内跳舞、在
表示，在电梯里跳舞，反复强行开闭电梯
扶梯上逆行，甚至是在公共场合的电梯上
门，
很有可能会导致安全隐患，
甚至触发安
劈叉的行为，
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
全事故：
“这样的做法会影响到电梯门的感
也许，有些人会把上述行为和前段时
应，
一旦感应失灵，
手可能就会被电梯门夹
间非常风靡的“快闪”联系起来。快闪是
住，
后果可想而知。
“
”在轿厢里面的跳动有
“快闪影片”或“快闪行动”的简称，是新近
可能会造成超载装置的误动作，在运行过
在国际流行开的一种嬉皮行为，可视为一
程中的跳动有可能造成门锁与门道间的碰
种短暂的行为艺术。简单地说就是：许多
撞，
造成故障。还有安全钳的误动作，
平衡
人用网络或其他方式，在一个指定的地
位置的误动作，
造成电梯困人。
”
点，在明确指定的时间，出人意料地同时
先不说“舞者”们在电梯胡闹是对自
做一系列指定的歌舞或其他行为，然后迅
己生命的不负责，而且会给同乘者带来安
速离开。
“快闪行动”是纯为搞笑或是膜拜
全威胁；就算是独乘，出了事故，救援、抢
纪念等行为艺术，其主要的特点是无组
修等环节都不可避免。而电梯的停运维
织、
有纪律、
只有发起者没有组织者、
成员
修，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其他电梯使用者造
均来自网络、成员基本互不相识。快闪的
成不便。这当然是私利对于公共权益的
视频相信大家也见过不少，其中有很多具
侵害。这种行为，哪里是“玩命”二字便可
有令人心领神会、忍俊不禁或感动不已的
轻松涵盖的！
效果。快闪行为虽然是在公共空间里进
俗话说，人命关天。生命是用来珍惜
行，但是，危害到公共安全的例子少而又
的，不是用来玩的。何况，这些在电梯里
少，
并且从来不被鼓励。
胡闹的人，玩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公共
现在说回“电梯舞”。除了在某些私
安全四个字，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容
宅里，电梯都应该属于公共空间。在公共
忽视。奉劝那些没脑子的舞者，及时收手
空间里任性，往小了说是不顾公序良俗， 收脚，实在忍不住想要博眼球，就去公园
往大了说，就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嫌。说白
和大爷大妈共舞吧。

周岁（不含）以下儿童免票，4 岁至 11
周岁购买儿童票；法国巴黎和中国香
刚满 10 周岁的女儿到上海迪士
港迪士尼乐园都规定，0 岁至 2 岁免
尼乐园游玩，却因为身高超过规定标
票，3 至 11 岁购买儿童票。美国本土
准被要求补买门票。广东省高院法官
的加州和奥兰多迪士尼乐园也是以年
刘超认为，按照身高标准收取门票费
龄为标准。我国上海迪士尼乐园儿童
用不合理，将上海迪士尼乐园诉至法
标准何故别出心裁？不与国际接轨的
院。7 月 9 日下午，此案在上海市浦东
背后，
有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新区人民法院川沙第一法庭开庭审
现在的争议似乎是在标准上。人
理。上海迪士尼乐园认为，其门票规
们之所以希望儿童票以年龄为标准，
则设置合理，价格则符合市场价格定
是因为现行的儿童票身高标准大大滞
位，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后于时代。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儿童
这段时间因为儿童票发生的争议
身高已经大大提高了，对比一下《儿童
很多，也因此引起了人们对于儿童票
身高体重标准表》就可以看到。按照
标 准 的 关 注 。 一 项 问 卷 调 查 显 示 ： 迪士尼乐园的门票标准，长得高的孩
56.7%的受访家长认为以身高作为儿
子 6 岁左右就要买半票，11 岁左右就
童票收取标准不合理，36.7%的受访家
要买全票。这在事实上已然剥夺了一
长曾因孩子该不该免票与工作人员发
些未成年人享受优惠的权利。由此出
生争执，57.6%的受访家长认为以年龄
现了一个怪象：我们“一切为了孩子、
作为收费标准更公平、更合理，53.1%
为了孩子一切”，好不容易得来的成
的受访家长认为以年龄为收费标准更
果，
竟然影响了儿童福利的实现。
灵活、更能服众。从中可以看出，以年
其实，儿童票标准的核心不在身
龄为标准，更符合人们对于儿童票的
高年龄，而在于儿童福利能否实现。
认知。
只要实现了儿童福利，即便延用身高
也有人提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标准也无不可。只是身高标准要跟得
公平，若以年龄为标准，也会带来其他
上孩子个头，不能停留在上个世纪。
一些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企业这么做了。
成本问题。以身高为标准，最简单不
譬如，目前交通企业多以儿童身高来
过，只要拉一条线就行了；倘以年龄为
制订票价，但考虑到儿童身高日益走
标准，则需要核对身份证件，若要保持
高的趋势，铁路部门就把原先“身高
以前的通行效率，则需要大量增加人
1.1 米至 1.4 米的儿童应购买儿童票”
手，
必然会带来成本上升。
规定，改为“身高 1.2 米至 1.5 米的儿
其实，
儿童本来就是年龄概念。放
童，应当购买儿童票”。而国内一些公
眼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以身高
园，也已采取身高与年龄“双轨制”的
来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儿童，
因为这不科
购票标准。
学。之所以在儿童票中采取身高标准，
关注儿童票标准实质是关注儿童
其实是换位思考，
考虑到了企业成本问
权益保护。法律调整更具有根本性，
题。把情分当成本分，
进而以此拒绝本
希望儿童票争议能由法律一槌定音。
分，
正是精致利己的典型体现。
其实，以身高为准也好，以年龄为准也
事实上，即便是迪士尼乐园，主流
罢，关键是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
也是年龄先行。查询发现，除了上海
整个社会要把儿童权益保护真正落到
迪士尼，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迪士尼乐
实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上海迪士
园都是按照儿童年龄制定的门票优惠
尼乐园的做法让人有些遗憾。
政策。如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规定，4
据《法制日报》

及时点
农家乐后院不能成“三不管”地带
新闻：随着仲夏气温越来越高，适
合避暑游玩的山区、湖区、景区迎来了
游客高峰，主打生态、健康的农家乐也
进入旺季。然而，诸多农家乐“前门生
态、后门排污”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事
实上，由于农村环保缺乏有效监管、相
关经营者环保意识淡薄，农家乐污水
直排、垃圾乱扔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却又难有治本之策。
（法制日报）

点评：前门挂“生态”招牌，后院
却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污染源，这样
的农家乐实在让人乐不起来。倘若现
在我们只是眼看着乡村旅游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美好环境被污染、被糟践，却
不及时去监督管理，毁掉的将不仅仅
是农家乐这块致富的“招牌”，还可能
会波及到整个生态环境。那时再想着
治理恐怕就晚了。

银联卡小额免密该不该默认开通
新闻：小额免密免签功能到底该
不该默认开通？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维护持卡人的知情权？目前，业内有
不同看法和建议。有专家表示，应当
取消“双免”功能默认开通的形式，将
知 情 选 择 权 归 还 用 户 ；也 有 专 家 认
为，如果这一功能不是默认，肯定会
有很多人嫌麻烦不去主动开通，那么
银行卡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就成
为空话。
（北京青年报）

点评：银联卡小额免密功能的优
点显而易见，对于用户来说，不用输密
码不签字的确很方便；对于银行，有利
于银行卡的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升。
在银联能够提供安全保证措施，
保证消
费者的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开通该项功
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前提是，
银行必须
保障用户的知情权，
默认开通或者通过
公告等方式告知，
都显得太过于简单随
意，
难免让用户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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