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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没素质吗?

漫画画新闻

注：请本版用文作者（单位）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7 月 20 日，安徽黄山一气模游乐
设施顶部局部下陷，导致一名 8 岁女
孩受伤，送医抢救后不幸死亡。本应
给孩子带来欢乐的设施，却成为了悲
剧的元凶，实在让人痛心。类似的事
件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多起安全事故
的背后，凸显商家淡漠的安全意识。

《充气式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已经出台
一个多月，仍然出现事故，也需要监管
部门反思：有标准无监督，国家标准何
以成为“摆设”？亡羊补牢，各地充气
游乐设施，都该好好排查隐患了，暑假
到了，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安全快乐地
游戏。 据《北京晚报》

近期,“天降三把刀”“伸腿绊高铁”
“抢夺方向盘”“遛狗不拴绳”等等不文
明现象屡见报端，舆论予以强烈关注。
不文明行为再小，也是暴露了我们一些
社会成员的公民素质“欠费”；不文明现
象再微，个案的频繁发生也会影响国家
形象。国人素质怎么了？这样的追问
映射了人们关于不文明行为的焦虑与
沉思。

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不文明行
为轻则招来一片骂声，重则会将他人生
命置于高度危险的境地。贵阳市南明
区袁女士被 10岁男童高空抛下的灭火
器砸中头部，不治身亡；乘客易某因汽
车停靠点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不仅拉
拽司机的手臂，还抢夺汽车方向盘，依
法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一位留美博士

发现自己上错了列车，在列车已经启动
的情况下竟任性拉下紧急制动阀，被依
法处以1000元的罚款……代价惨痛，教
训深刻。为什么这些社会成员视法为
无物，甚至明知故犯？我们中国人素质
真这么差吗？

事实上，出现各种不文明现象，并
非中国特有。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
家，皆有经济发展而文明程度尚未同步
提高的阶段。1948年日本出台《轻犯罪
法》将“勿以恶小而为之”写得明明白
白。然而，上世纪 80年代，富起来的日
本人在走出国门时也产生过“观光摩
擦”，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以至于日本
媒体写社论提示国民，“尊重对方国家
风俗、习惯、礼仪”。今天，备受称赞的
日本公共文明恰恰证明，一个社会的文

明素养，既有其历史演进的过程, 也是
持续管理的结果。

如今的中国，物质文明不断提升，
人们希望构建与之相适应、与大国身
份相匹配的精神文明。中国深度融
入世界、拥抱世界，人们希望向世人
更多展示中国的好，更多传播中国的
文明，更多赢得世界对中国了解、尊
重与认同。一旦一些国人的言行与
此良愿相悖，人们便难免心焦上火、
义愤填膺。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义愤”的
存在，构成了健康社会的免疫力，形成
了社会向上向善的道德土壤。如果对
那些陋习漠然视之，甚至以耻为荣，那
才是真正堪忧的。

犹记得，一位警察在给违规车辆开

罚单时，一个 6 岁的孩子这样对警察
说：“我爸该罚，喊他停在停车库他不
听，到处乱停车。”看到这样的小孩，人
们心里就释然了——中华 5000 年文
明、礼仪之邦的风范依然鲜明，这种文
化的血脉一直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世界。

从老人摔倒扶不扶到众人合力抬
车救人，从高铁上孩子吵闹影响他人到
防止孩子断奶惊扰邻居主动送西瓜，从
偷盗救人者手机到 13岁少年因体力不
支却为只救出一人遗憾，人们心中的文
明因子正在裂变聚合，逐渐形成既传统
又现代的新文明风范。

这是我们看待国人素质的镜鉴。
知耻明礼，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文明状况
的基本盘。 据人民网

□ 贾亮

7 月 22 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
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表示，电
子烟的危害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国
家卫健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电子烟
监管研究，计划通过立法方式对电子
烟进行监管。

传统香烟损害身体健康，已经是
人所共知的常识；被动吸二手烟甚至
比主动吸烟危害更大的论断，也早已
为社会所接受。正因如此，公共场合
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北京在内
的一些城市也公布实施严格的禁烟条
例。虽不时有违禁者遭曝光被处罚，
但整体而言，公共场合毫无顾忌抽烟
的烟民日渐减少。

却不想，传统香烟遭禁倒给电子
烟腾出了巨大市场和空间。一面是电
子烟厂商通过各种渠道宣称电子烟配
方科学没有危害，既能让烟民过足烟
瘾又能享受吞云吐雾的快感，甚至还
有“有助戒烟”的神奇功效。一面是转
向电子烟的烟民，又在一些公共场合
叼起了烟卷，每遇提醒，就解释“这不
是烟，而是电子烟，没危害”，一副心安
理得的样子。

电子烟不是烟？真的没有危害？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研究表明，
新型电子烟确实有效地降低了传统卷
烟中的有害成分含量；但研究也同时

发现，电子烟产生的气溶胶含有众多
有毒有害物质，电子烟中的各种添加
剂成分也存在健康风险。此外，许多
电子烟产品所含的尼古丁浓度标识模
糊，容易导致使用者吸食过量；电子烟
的器具还存在着电池爆炸、烟液渗透、
高温烫伤等安全风险。这可不是危言
耸听，都有确凿案例，国外有人甚至因
电池爆炸而丢掉性命。

不是什么东西加上“电子”二字
就意味着好得不得了，不是什么东西
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能肆无忌惮地飞
翔。电子烟不是高科技，更谈不上绝
对健康。长期吸电子烟的危害性尚
未有科学研究给出确切的数据，比如
电子烟虽把传统香烟中的焦油剔除
得干干净净，但其中含有的尼古丁、
丙二醇、甘油甚至甲醛等成分，危害
不一定比焦油低到哪里去。为有效
遏制吸电子烟人群年轻化的趋势，严
格加强电子烟的监管迫在眉睫、势在
必行。

今年以来，包括深圳市、秦皇岛市
在内的数个地方出台的控制吸烟办
法或条例中，都明确将电子烟纳入禁
烟范围，使电子烟享受到了与传统烟
草同等的“待遇”。国家卫健委的表
态，更让公众看到了将电子烟监管纳
入国家立法的希望。无论传统香烟
还是电子烟，只要是烟，在公共场合
就都在被禁之列，不能搞区别对待，
必须一视同仁。

□ 巴扎黑

“正规渠道采购，支持验货，承诺
假一赔十。”对很多消费者来说，这是
在很多网店上经常见到的承诺。然
而，这句承诺贴出来容易，执行起来
却未必。

据报道，山东一名消费者本月初
在京东第三方商家“森派钟表专营
店”花2567元购买了一款某品牌机械
表，店铺上明明写着“假一赔十”“正
品保障”，声称“所有产品均为瑞士原
装进口，正品保证”，但当其将表邮寄
到平台客服指定的深圳国家钟表质
量检验中心后，却被鉴定发现机芯是
国产而非瑞士进口。

据此，这名消费者申请十倍赔
偿，然而几天后却收到客服告知申请
被驳回，称鉴定机构没有认证，不能
认可其鉴定结果，只能退货，并赔偿
鉴定费用。一番协调后，最终平台方
裁定退货退款，并赔偿 3000 元，而这
名消费者也接受了这一结果。

按理说，事情已经解决似乎没有
深究必要。然而，只需简单的网络检
索就不难发现，这样的案例并不鲜
见。对于消费者而言，自然是希望商
家兑现“假一赔十”的承诺，但显然在
被费时费力的争论加上复杂的举证
程序极大提升了维权成本后，也只能
接受“有赔偿总比没有强”。

“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问题在于，一些平台一方面总是强调

“用户体验至上”，另一方面却又在个
案处理上“和稀泥”。结果是，纵然商
家的承诺再动听，消费者终归少了获
得感；而如果连商家承诺都无法兑
现，“代价”的约束力也就无从谈起。

据《南方日报》

□ 余明辉

日前，有媒体报道：近年来，重庆
成了众多追求“诗和远方”旅客的打卡
圣地，使得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民宿
行业更是呈井喷式发展。与此同时，
原本在城区较为流行的民宿，也逐渐
向乡村和风景区发展。但在乡村和风
景区的闲置资源得以盘活的同时，部
分民宿违规侵占林地，超高、超面积违
建，圆梦“诗和远方”却要透支生态环
境等问题也日渐突出。

作为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的升级
版，民宿旅游是伴随着我国旅游整体
升级、自由行日益深化等背景下逐步
发展起来的。尤其在国家明确指出要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开发
乡村酒店、特色民宿等之后，全国各地
不断发力，民宿旅游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井喷式发展。据统计，2017 年重庆
民宿只有5000家左右，到了2018年底
猛增至3.3万家，位列全国各地民宿发
展增量第二，可谓是这两年全国民宿
大发展的一个缩影。

民宿旅游野蛮生长的背后，存在
各种无序和乱象，其中最为突出和严
重的问题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划和
管理，一些地方民宿在发展中偏离绿
色底线，屡踩生态红线，陷入用牺牲生
态换旅游、抛弃绿色换发展的怪圈。

民宿旅游尤其是乡村和林地景区
民宿，其特色就在于农村、林地景区的
自然景观、绿色环境等原生态元素。

然而，时下不少民宿旅游动辄毁林造
屋、破坏林地环境，或者生硬把一些原
生态东西去掉，嫁接一些现代大都市
的东西，使得民宿旅游的主旨和内涵
逐渐丧失，失去本应有的气息。

民宿旅游踩踏生态红线，有违国
家既定的相关方针。《旅游民宿基本
要求与评价》作为行业“国标”，明确
旅游民宿经营场地应符合本辖区内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
划、所在地旅游民宿发展有关规划；
环境应保持整洁，绿植养护得当，主
体建筑应与环境协调美观，景观有
地域特色。尊重民俗、民风，崇尚自
然、环保，体验乡土文化，不但是民
宿旅游经营理念的精髓，也是相关
管理规定的要求。但现实中，屡踩
生态红线的民宿显然与这些要求不
符，甚至背道而驰。

民宿旅游屡踩生态红线，降低游
客的旅游品质和体验，更可能伤害地
方旅游民宿发展的根基和基础，是地
方旅游发展中的一种短视和自断财
路、生路、根基的行为。

全国不少地方已采取有效行动，
规范民宿旅游的发展并收到了较好的
效果。今年以来，海南、广东广州等地
先后出台了乡村民宿发展规划、管理
办法等，为当地民宿旅游朝个性化、专
业化、精细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实现了
相关产业从培育起步阶段进入到调优
升级阶段的跨越发展，值得借鉴。

据《工人日报》

□ 贾亮

放学不如上学轻松，放假更是进
入煎熬模式。对很多中小学生及其
家长而言，这是最深切的感受。暑假
一到，很多孩子就立刻被家长送进了
培训班。据央视最新调查，在北京的
一家培训机构，记者向客服人员表
示，想要给孩子报名，参加小学三年
级数学暑期培训班，被告知 7月份开
课的班级基本已经报满了，最后几个
名额几乎要靠抢才行。

培训班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而
其培训内容也多为超标，就是提前学
习下学期课程内容，否则“开学就会
被同学落下”。不许超标培训的禁
令，教育部门年年发文、三令五申，可
培训班为何依然如火如荼？

原因能找出一大堆，比如家长想
让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培训机构及
一些所谓的教育专家四处贩卖焦虑，
相关职能部门对超标培训查处不力，
致使严肃的红头文件沦为一纸空文

……可这应该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都没有找到引领培训市场风起云涌
的指挥棒。这个指挥棒，不在校外培
训机构，而在校内的规则，就是选择
学生以及认定好学生的标准。被采
访的家长们就直白地表示：主要还是
为了升学择校。

的确，就算是奥数比赛取消了，
可变相的点招考试仍以奥数为主；教
学大纲里就那点内容，可由各学校组
织的考试面试中，却主要看超标内
容；班上的一些孩子提前上了辅导
班，学得轻松自然是老师眼中的好学
生。超标内容学校不让教，但是平时
会看、考试要考，这能怪家长焦虑
吗？能怪培训机构鸡贼吗？能怪相
关机构不下狠手治理吗？答案似乎
都是否定的。特别是校内教育与某
些升学考试内容之间的知识鸿沟，更
为校外培训市场的发展预留出肥沃
的空间，也把家长逼上了不得不如此
的单行道。透过网上一些家长分享
的孩子参加小升初、中考面试的题

目，便可见端倪。
这么多年摁倒葫芦起来瓢的事

实证明，让家长端正心态、让培训机
构注意操守、让职能部门负起责任，都
还只是扬汤止沸的治标之举，而非釜
底抽薪的治本之策。治本就要找准病
根，不把指挥棒上的问题解决掉，向校
外培训机构挥去多大的杀威棒都不可
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一位培训机构
工作人员“北京这些孩子，特别是海淀
的，哪个孩子没有上过辅导班”的反
问，或许有些夸张，但足以让一些教育
主管部门和学校汗颜。减负减负，孩
子的负担没减下来，正在于通过校外
培训班可以在校内“捞分”。

治理校外辅导乱象，功夫在校
内。抓不住七寸，发再多的文、表再多
的态、组织再多的专项治理，也难见成
效甚至无济于事。该教的学校要教
好，不该考的不要乱考，指挥棒方向对
了，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不超纲教学
能做到，不超纲考试会很难吗？

据《北京晚报》

□ 杨玉龙

据报道，今年暑假期间，湖南省长
沙市免费开放 222 所中小学校的体育
场馆，这一数据较2018年暑假的141所
大幅增加。学校开放的场地包括体育
馆、田径场、足球场等，每天开放时间在
5小时以上，具体时间由各学校根据放
假时间和实际情况确定。

2017 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
就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
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提出强化
学生课外锻炼，积极推进学校体育场
馆向学生和社会开放，有效缓解广大
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健身需求与体育场馆资源供给不足
之间的矛盾。寒暑假期间，各级学校
的体育场馆“不闲置”，既可满足周边
群众健身需求，更能让这些体育场馆
设施充分发挥功效，实现社会公共资
源优化利用。

从孩子们的成长角度来讲，学校体
育场馆暑期免费开放，一则让孩子们暑
期有了安全且有意义的活动场所；二则
可以强化孩子们的体育锻炼，避免他们
过度沉迷于网络世界。

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各级学校体
育场馆利用寒暑假或者节假日免费开
放，有利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这样
的好事办好，需要各地教育部门加大学
校场馆设施建设与开放的经费投入，不
断改善学校体育场馆设施条件，并出台
一系列支持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政策。

据《经济日报》

公共场合电子烟也要可控

近日，北京市 13个公租房项目启动运行人脸识别系统，居民“刷
脸”回家，陌生面孔将会被拒之门外。此举既实现出入人员有迹可循，
又为租户提供了更为安全的居住环境。此外，人脸识别系统还具有陌
生人预警等功能，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帮助小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这正是：刷脸出入无碍，生人拒之门外。智能管家上岗，小区安
全常在。 据《人民日报》

兑现“假一赔十”
咋这么难？

为学校体育场馆
免费开放点赞

暑假班抢课，病根儿在校内

民宿旅游透支生态环境
是自断生路

短评
□ 侯江

别挑战生命

7 月 21 日中午，昆楚高速公路昆
明西收费站突然出现一群青少年，他
们站在收费站外的马路上，手举旗帜
或牌子，欲在高速公路搭乘车辆，秩序
混乱。这四十余人系某培训机构成
员，此举是为了参加一次培训体验活
动——搭顺风车“挑战生存穷游”。高

速交警将团队成员护送出高速公路，
并对活动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幸好
警方发现及时，避免了更大的混乱和
伤害。收了钱却教人危害公共安全，
这样的培训机构，该查、该罚。参与者
也该好好反思：这不是挑战生存，而是
挑战生命。

要保护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