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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 全国小型车
辆将迎来首个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
行日 ，湖南 、河北 、四川等多个省份免
费细则于9月12日相继披露。不过，距离
免费通行实施不到20天时间，多数省份
仍未出台细则， 部分路桥公司抵触情
绪依旧。 福建省一名高速公路公司高
层人士9月11日明确表示， 目前并未收
到地方相关部门的正式通知， 等收到
正式通知后再研究要不要免费。

节假日免费通行的方向已明确，今
年中秋节当天是“首发式”。 就在私家
车主们呼朋唤友之际，一瓢冷水浇来，
有些路桥公司竟然还要研究要不要免
费。 这再次验证了关于收费公路一个
“事实”———有利可图时跑得比兔子还
快，还利于民时爬得比乌龟还慢。

高速路节假日免费遭到一些路桥
公司抵制，这很正常。 在收入减少的同
时，高速路的管理成本和养护成本都没
降，而且随着车流量猛增，成本还会上
升。 而且，利益的车轮一旦驱动就会不

断“加速”，形成很强的“惯性”，很难“刹
车”，这一点表现在“收费公路”上尤为
明显。

不过，路桥公司“肉痛”，相关部门
却不能手软， 不能民意已经过了河，还
在俯下身摸石头。联系到日前新校车遭
遇的“上牌难”，同样也是缘于地方实施
细则的配套迟缓。如果说新校车上路难
是基于“责任难担”的忧虑，那么此次对
高速免费通行的慢作为，则应当归属为
“利益难舍”。

当然，今年中秋国庆，全国首次实施

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免费范围广、
时间长，各地具体情况差异也较大，给实
施细则制定增加了难度。 但各地交通部
门并非完全无先例可循，近年来，多个省
份陆续在春节期间实行高速公路免费政
策，就可以成为参考借鉴模式。

“免费”已过河，“通行”需快上路。
去收费化的高速公路，才会让现代物流
变得快捷，载民生进入高速路。 期待在
民意持久发力的情况下，免费通行能在
中秋国庆双节迎来一个真正的 “节假
日”。

汪金友

今年国庆黄金周和中秋假期
叠加，形成8天超长假，旅游市场
比往年更加火爆。 很多国庆期间
出国到美加、欧洲、澳洲和东南亚
等地的出境游线路，提前一个月
就预订满员，形成了一票难求的
态势。

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游客
在国外“最不受欢迎的游客”评比
中名列前茅。 一项国际旅行网站
的调查显示，在“最不受欢迎的游
客”中，中国游客在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游客。 另一项某国际组织对全球
各国游客进行的形象评价中，中
国游客形象则倒数第三。

这两项排名，很让中国游客
伤心。 一群又一群的中国游客，
到他们那里大把地消费，那些外
国人反而说中国游客最不受欢
迎。 凭什么呀？

国内有种说法叫 “土大款”。
这个 “土 ”字 ，意味着粗俗 、没素
质、没有公共意识。

国家旅游局公布，2011年，中
国出境旅游人数为7025万人次 ，
比上年增长22.42%。 如果一个个
去问：“你是不是‘土大款’？ 你在
国外和境外旅游时， 干过什么丢
人现眼的事情？ ”可能，这7000多
万人，没有一个承认，甚至会跟你
急。那么到底是谁，损害了中国游
客的形象？

重塑中国游客的文明形象，
首先得靠每一个人提升自己的素
质。 到华尔街游玩不骑牛； 在飞
机上不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动粗；
不乱吐痰， 不大声喧哗， 诸如此
类的身边小事做起来到底有多
难？

钱虽然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却买不到知识和素养。 要想得到
别人的尊重，就必须尊重法律、尊
重规则、尊重环境、尊重他人。

刘昌海

9月11日， 敦化市医院骨科
病房内， 躺在病床上的72岁的陈
女士称， 8月21日， 她乘公交因
为不让座与售票员发生争执， 到
站点时被其踹下车。 警察找到售
票员袁某询问， 袁某开始不承认
自己踹了老人一脚， 后又说陈女
士要上来打她， 她才抬脚一挡，
也没看见老太倒在地上。 由于陈
女士的腰椎受伤 ， 经过警方调
查， 属于轻伤， 此事由治安案件
转为刑事案件。

事情的起因本是善意的： 有
名腿脚不灵便的老人上车， 售票
员让坐在正对车门座位上的陈女
士去其他空座位， 可72岁的陈女
士因为车子开动着 ， 也不敢挪
位， 一场纷争由此而起， 售票员
先是命令 “过不去也得过去 ”，
继而愤而出脚。 于是， 本来是帮
助腿脚不太灵便的老人找一个离
车门近点的座位的好事， 却变成
了一起警察介入调查的刑事案
件。

近来， 公交车上有扇耳光强
迫让座的， 有老骂小让座的， 现
在又来个踹一脚的 ， 让座让成

“以恶治恶” 的闹剧， 让原本令
人称道的社会美德情何以堪？

“过不去也得过去 ”，这不是
劝人让座，而是在用命令强迫。就
算乘客的脾气再好， 恐怕也难免
会有意见。而且从年龄上讲，72岁
的老太即使身子还算硬朗， 要在
移动着的车上换位置， 确实有点
勉为其难。我的地盘我做主，这位
售票员可谓是对这句话深以为
然， 把车厢内当成了自己的势力
范围，而不是服务场所。

其实，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上飞扬跋扈， 这样的工作态度在
很多场合都能看到。 有些地方，
尤其是基层一些地方， 一个决策
出来， 不管老百姓愿意还是不愿
意， 不管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
都必须执行， 否则就采取各种强
制措施， 甚至不乏有人被 “踹倒
在地”。 虽然很多时候都是为了
发展， 出发点也是善意的， 但执
行起来霸气十足， 总是让人难以
接受， 甚至造成了诸如 “扶贫越
扶越贫” 的事情。

就算是做好事， 也要尊重别
人的意见， 也不应该牺牲他人的
利益 ， 更不应该暴力相向 。 否
则， 只会使事情走向反面。

杨燕明

如何小心提防心存不轨的异性？
就寝前要注意关好门窗， 夏季夜晚尽
量避免单独出行， 不要轻易相信新结
识的异性朋友……看到这些， 或以为
是父母对女儿的絮叨， 其实这是中南
大学为入学新生编写的 《大学生活安
全手册》 女生专题的一部分。

尽管网友对此调侃甚多， 但这份
安全手册实用价值甚强。 须知， 大学
生身处象牙塔， 与社会接触少， 也缺

乏足够的社会实践课堂。 在这样的现
实氛围之下 ， 安全手册的确是一种
“福利”， 对初入大学几乎没有社会经
验的女生来说 ， 这就是她们必备的
“常识课”。

从其实用价值而言 ， 这份 “手
册” 远比以往一板一眼的安全手册要
强很多。 传统安全手册， 无非是不要
涉水， 以防溺水； 不要个人远行， 以
确保安全等等， 多为宏观叙事。 换言
之， 大多安全手册， 不过是一种对生
活经验与历练的重复强调。 而这份以

女生为特定对象的安全手册， 能为女
生提供必备的常识。

从传统的关注家庭贫困、 物质生活
等 “硬关怀” 转向关注学生内心的 “软
关怀” 上， 女生专属安全手册开启了学
校“软关怀” 理念。 而从最近的时间
段来看， 高校 “软关怀” 似乎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淘宝体通知书， 给学
生亲切之感； 通知书中附有 “校园手
绘地图”， 给学生提供便利……如此
等等， 皆在从单向的物质关怀转向多
向的物质关怀与精神关怀。 从这个角
度来审视， 学校的 “软关怀”， 彰显
了人性化。 对学生而言， 享受这样的
人性关怀多多益善。

■一句话评论

9月11日是武科大城市学院新生报
到的第一天， 张俊是该校新生。 听说
入住的宿舍在6楼， 张爸爸立刻提出给
宿舍楼装电梯， 称费用是小事。

———父爱不能承受之重。
“不要告诉别人， 你的肚子是被

我搞大的！” 这样一句难登大雅之堂的
话语， 被苏州观前街某湘菜馆堂而皇
之地打成宣传横幅， 引来不少市民侧
目。

———低俗赚得的眼球只能是白眼。
新学年开学之际 ， 以北京小学 、

四中、 八中、 北京实验二小这4所传统
优质校为依托成立了4个教育集团， 每
个集团平均覆盖5所成员校， 以提高成
员校教育质量。

———名校贴个牌就能提高教育质
量？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工业
设计系教授石元伍凭借作品 “救生三
角筏”， 获得素有国际设计界奥斯卡之
称的 “红点奖 ”。 该作品系抄袭该校
2009年毕业生胡素美的毕业设计 ， 目
前石教授已被暂停教职。

———如此拿来主义， 着实辱没斯
文。

广西天等县近日举行的一场乒乓
球比赛， 参赛者 “要求是副厅级以上
干部”， 招致了众多网民对 “权力” 的
质疑。 该县文体局局长杨德广回应说，
20万元费用是当地企业赞助的。

———赞助的回报又从哪里来？
毕业了， 可是 “低保生 ” 小李却

被学校扣下了毕业证。 “学费补贴还没
给学校打过来 ， 要是着急要毕业证 ，
自己得拿钱先把学费垫上。” 对于母校
沈阳技师学院这样的回答， 小李很难
接受。

———学 校 要 钱 找 错 对 象 了 。
（点评 易凌翔）

“免费”已过河，“通行”需快上路 不做“土大款”

少点“我的地盘我做主”

女生安全手册开启“软关怀”理念

9月11日下午，河南郑州市富田丽景小
区16号楼一个单元的楼梯口，一条大黄狗
挡道 ，楼上的居民不敢下来 ，外边的居民
不敢回家。 居民报警后，警察、城管执法队
员与大黄狗对峙近3个小时，束手无策。 最
后，大黄狗主人打开门，狗才自己“回家”。

一狗把关，吓住众人。 按理说，对付一
条静坐在地的狗，对于警察以及城管队员
而言应是小菜一碟。 未料，一众警察和城
管队员也拿“高大威武 ”的大黄狗没有办
法 ，只能无奈地长时间耗着 ，城管队员甚
至还中途开溜，“回去想办法”后就一去不
回。

联想到一些地方开展的救灾抢险等
演练活动 ，这次发生在郑州的 “狗险情 ”，
何尝不是由那条大黄狗 “导演 ”的一场生
动真实的“应急演练”。 较之那些经过精心
准备的演练活动，这种随机的“应急演练”
更具突发性和实战性 ，更能检验 “参演人
员”的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 令人遗憾的
是，这次“应急演练”却以失败收场。

图/李宏宇 文/李英锋

■新闻漫画

大黄狗“导演”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