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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冰

国庆!黄金周"#难得的假期#出游的

人不在少数#各种调侃人多路挤活受罪

的段子已然出炉$ 其实#还有一层出行

体验#也让人心生忐忑%文明出行习惯

是否能好于以往& 景点景区会不会假期

之后就一片狼藉& 会不会因服务跟不上

又现大打出手的恐怖场面'( 这!黄金

周"的七天#着实是洞察社会万象与世

道人心) 洞见国人文明程度的最好时

机*

连习近平主席出访时也忍不住向中

国游客喊话了%!我插一句啊#也要教育

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明* 矿泉水

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

礁* 少吃方便面#多吃当地海鲜* "还让

人想起一年以前汪洋副总理的痛心疾

首* 汪洋提到#我国旅游消费已进入大

众化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居民出国旅游#

部分游客素质和修养不高#公共场合大

声喧哗+旅游景区乱刻字)过马路时闯红

灯)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常常遭到非

议#!有损国人形象#影响比较恶劣",

旅行中的粗俗无礼行为# 是令国人

汗颜的顽疾, 在海外#往往见到公共场

所仅用中文书写的告示#!请不要大声说

话")!请排队")!请不要拿走"((身为

中国人#实在无地自容, 不光是境外#去

年国庆日#天安门广场
!!

万观看升旗的

游客留下
4

吨垃圾# 让不少人在社交网

络过足了数学瘾和辩论瘾#人均丢下垃

圾究竟多少&

不守秩序)乱丢垃圾)大声喧哗)随

手乱刻乱划# 这是国人旅游四大痼疾,

用
-#

余年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国民

文明素质成了一触即痛的软肋#每逢!黄

金周"#这疼痛便会加剧,除了教育#还要

辅之以有过必罚的法治手段,

当然#要根治出行不文明#除了教育

与依法管理# 我们的公共服务也大有改

进空间, 去年九寨沟发生大量游客滞留

乃至冲突# 拥堵现象在各大景点均有发

生,一方面集中放假#用免收高速过路费

等措施来吸引游客出行#各地再现!门票

经济"的打鸡血式热情-另一方面#对蜂

拥而至的游客缺乏应对和疏导预案#公

共服务的不周# 基础设施的日常需要性

建设与假日人流狂喷不相适应的矛盾#

使不少游客失去了假日出游的愉悦,

节庆长假的欢喜与忧愁# 我们将一

起经历,从各级政府到每一个国民#都无

法置身事外, 希望几天以后#在盘点!黄

金周"收获时#少些硌牙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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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江西省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电视

电话会议上#该省省委书记强卫神情严

肃地批评道%!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刚

才我注意到某县的主要领导竟然趴着睡

觉#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履行好党风廉政

建设党委主体责任& "强卫的话音一落#

会场气氛顿时凝重,

开会的确不应睡觉#尤其是党风廉

政会议, 但现实中#开会时睡觉并不新

鲜#隔三差五总能看到相关的新闻#在笔

者看来#某些会场瞌睡虫也是从文山会

海中慢慢养成的, 现在有些地方#每天

开一大堆的会#会议名目繁多#有学习

会)报告会)总结会)表彰会)培训会)发

布会等等#议程冗长繁琐#有些领导对着

文件一念就是一个小时#叫人怎么能不

睡去, 笔者不是反对开会#作为各级地

方政府传达政策)部署任务的手段#会议

不可或缺#只是反对那些言之无物)空洞

乏味)凑人头数和莫明其妙充当群众演

员的会议,

另外#真要开会#领导们也要注意一

下讲话的形式和内容# 免得底下睡去一

片,

开会睡觉

善待动物要从!心"开始

!

曾政

国庆长假期间# 不少景区推出动物

表演以吸引游客眼球,为取悦游客#驯兽

师不惜虐待动物,游客虽然一饱眼福#却

没有体会到动物背后的辛酸, 生命不能

承受之重# 莫过于建立在其它生命痛苦

之上的愉悦,又是一年世界动物日#人与

动物的和谐关系如何维系值得每个人思

索,

宋代的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

与也, "大意是将一切事物当作自己的

同胞一样去爱, 这提示我们要做到人与

动物的关系的和谐# 取决于我们对待动

物的态度,

善待动物不是伪善# 拒绝心理上的

同情#行动上的不作为,虐待性的动物表

演之所以屡禁不止# 很大程度上是其迎

合了大众的猎奇心理, 如果游客观看虐

待性动物表演后#虽然对动物表示同情#

却无动于衷地离开甚至走向另一场表演

现场,那么#这就是伪善,齐宣王!以羊易

牛"是一种伪善#因为他只看到了牛的痛

苦#没看到羊的不幸,如果我们对虐待动

物不作为#不就和齐宣王一样#对所见到

的虐待施以同情# 对不曾见过的采取纵

容吗&所以#善待动物就是要杜绝无所作

为的围观# 灵活运用法律对动物的基本

权利进行维护,同时#拒绝观看虐待性动

物表演#呼吁其他人一同远离#唤醒更多

人的动物保护意识,

善待动物不是空谈# 拒绝意识上的

侥幸#舌尖上的杀戮, 曾经有人戏谑%国

人天上飞的飞机不吃# 地上跑的汽车不

吃#水中游的轮船不吃,丰富的菜单满足

不了某些人的胃口# 杀戮的触手遍及各

处,近几年的报道无不让人咋舌#流浪狗

被屠杀#野生保护动物被频频捕杀#某些

物种已危在旦夕, 违法者无一不明白所

作所为是要面临牢狱之灾# 即使如此也

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因为隐藏在行

为背后的巨大利益怂恿着他们纵然明令

禁止也敢跨雷池一步, 所谓 !君子远庖

厨"#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说辞, 捕杀者不

能说没有食用而自以为没有责任# 贪食

者更不能因为未参与杀戮而自以为没有

罪恶,没有买卖便没有杀戮#善待动物应

当深入人心# 让利益的刀叉远离那些生

命#还动物一片安宁的净土,

善待动物不是盲从# 拒绝思想与行

为上的过犹不及,既然说不能虐待动物#

于是有些人就视动物如家人# 这本无可

非议,但是在一些公共场合如餐厅#饲主

却让爱宠入席与人一起使用公共餐具#

这就算不上是善待#而是!擅带",且不说

伦理常识上人宠地位争论# 也不论餐厅

是否有规定不得宠物进入# 单单就动物

使用餐具是否会影响公用卫生这一条就

值得反思,对动物的爱不能是过分溺爱#

更不能影响公共生活,也有人会问%不去

为舌尖而杀戮# 是不是要每个人去做素

食主义者呢&显然这又是另一种极端#人

们对肉类的需求应当是不以毁灭物种繁

衍和生存为前提的# 是在法律所允许的

范畴下的可持续的索取, 与动物的 !绝

缘"有悖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道家曾讲

过抱朴归真返自然的状态# 但这种不索

取的和谐过于理想# 缺乏一定的现实意

义, 所以#善待动物需要我们把握好度#

理智地对待# 从而实现人与动物关系真

正的和谐,

人们常说# 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

自己,诚然#人们如何对待动物体现了对

待生命的态度# 而对待生命的态度决定

着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实现人与动

物关系的和谐#需要我们从心开始#从点

滴做起#切实保护动物的基本权利#创造

良好的生存环境,

门票经济!涨声"

如何变!掌声"

!

向浩

今年国庆前夕不少景区又上调了门票价格#

一些景区虽然门票未涨#但动辄过百的价格还是

让不少游客直叹受不了, 业内人士认为#景区门

票逢节必涨的根源在于患上!门票依赖症"#建议

制订合理透明的景区定价听证机制#!倒逼"门票

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景区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

国庆佳节#正是放松身心)体验大好河山的

大好时机-然而#国内多家知名景点的门票却蹭

蹭上涨#使正准备外出旅游)亲历山河名川的人

们心中那股热劲顿时降温#迈出的双脚也开始变

得沉重#造成了!口袋不能承受之重",

景区门票频频破百#

42

景区已然步入!百元

时代"#!说走就走的旅行" 已变成了故事中的台

词#说起来不再轻描淡写, 想毕就算是志在四方)

不避虎狼)陪雾伴雨的大旅行家徐霞客面对种种

景区关卡也会望!行"生叹)望而却步吧,

门票涨价#意味着只有积厚的银票才能敲开

已经!升级")!厚重"的景区大门, 景区的!门票依

赖症"表征已经十分明显, !文化旅游"的牌子早

已变成了!收费牌"#成为了景区的牟利!抓手",

虽说门票价格与市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景

区维护)服务升级都需要经济力量来推动#门票

与之水涨船高本无可厚非, 但是#对现今的大部

分景区而言#景区维护只是勾勒出了拥挤)杂乱

画面#服务质量升级带来的只是原封不动甚至下

滑的民众体验-那么#你们的门票涨到哪里去了&

又何以理直气壮,

私营景区涨价与否暂且不去评判#说白了就

是一桩买卖# 只要是你情我愿的就没什么不可

以, 但是#对于那些带有公共属性的自然风光)历

史名川和文化遗产而言#你总是瞪着向!钱"看的

双眼#想涨就涨#这不是在拿着大家共有的东西

去骗大家的钱财么&

早在
3##6

年#发展改革委曾专门下发通知#

规定!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低于
-

年"#

然而之后国内各大景区似乎就落入了一个 !

-

年

必涨"的怪圈, 去年#深受广大民众期待的.旅游

法/也终于出台#其明确规定了利用公共资源建

设的景区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

等另行收费项目# 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

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拟收费或者提高价格的#

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

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然而#有哪家

景区征求过旅游者意见& 有哪家景区真正注重过

民众诉求& !

-

年必涨"早已成为了他们奉持的!信

条",

不得不说#法典的实效性有待提高#政府与

经济之间也要廓清模糊界线#施好!禁涨令"#把

可能存在的!政绩冲动"真正架设到为民着想+为

民谋利的光彩事业中去#景区和政府都应多多听

取民意#与民交流#多多学习借鉴乃至复制西湖

的免费模式- 推进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升

级#这样才能实现景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

服务提高了#价格合理了#大家才能游得舒心#才

能行得畅快-才能真正赢得大众的支持和掌声,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