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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中秋国庆双节长假， 出行依然是
最“遭罪”的事情。 人遭罪，环境也跟着
遭罪。 海南三亚大东海景区3公里海滩
遍布生活垃圾，北京11家公园7天收630
吨垃圾，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垃圾。 与
此相对应的是，长沙环卫工刘永亮，10
月1日将点滴瓶挂在树干上，边打点滴
边工作。

漫天飞舞的垃圾， 与路边打点滴
的环卫工人，构成了强烈视觉冲突。 虽
然于这名清洁工而言， 他并非无私奉

献 ，之所以带病工作 ，只因 “去医院看
病要花好多钱， 请假也会影响收入”。
可构成这样视觉冲突的， 还是千千万
万的 “你”、“我”、“他”———为何不提高
自身文明素质，不乱丢垃圾，给那些辛
勤的环卫工们多少减轻一点负担？

文明是个老话题， 却真不是不痛不
痒。一个人不文明是小事，但一群人不文
明就成了公共事件。 早在2006年10月,中
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就联合发布了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倡
导游客遵守公约，争做文明游客。数年过
去，习惯了旅游的国人，似乎还没有适应

公共生活的法则，很多人在公共场合的
表现远不如在私人环境的表现。 随处可
见的，是“随手扔”的抛物线；随时感知
的，是“积习”挥之不去。

没有天生的野蛮人，也没有天生的
文明人， 一切不过是制度与教化的结
果。 游客的不文明触目可及，公共服务
的僵化也在推波助澜 ： 高速免费 ，却
“发卡发到吐了”， 直到4日才取消领卡
通行 ；景点爆棚远超负荷 ，却不预警 、
不分流； 海鲜炒面一盘165元， 景点宰
客、欺客成风，有些地方部门依然耸耸
肩表示“维权难”……

长假过后，也许我们都得“回到幼儿
园”，就如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在一次
聚会上， 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问及在
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最主要的东
西”，他的回答既非著名大学、也非超一
流的实验室，而是———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 能学到人生根本意
义上的东西 ：规矩 、珍惜 、分享……公
共管理也好，私人品德也罢，只要有了
底线，长假带来的人流或车流的冲突，
才不至于成为一种“文明事件”。 拥堵
未必是关键问题， 拥堵出的规则与利
益冲突，才是最大的问题。

王石川

10月6日 ，“中国作家莫言成
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这一
标题， 再度成为各大网页头版专
题。

这两天，网友为莫言会不会、
该不该、 配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争得不可开交， 隔空开始了一
场又一场的虚拟群殴。 这是一个
让人忍俊不禁的网络奇观。 且不
说热门人选并不等于获奖， 关键
还在于，莫言究竟有没有被提名，
除了评奖委员会谁也不知道。 一
个常识是， 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
限制50年内有关被提名者的信息
披露。

如果莫言连提名都没有 ，网
友却面红耳赤地争执， 是不是既
有趣又无聊？当然，说无聊也不无
聊，每年的这个时候，国人的诺奖
情结便有一次大爆发， 今年自然
不例外。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
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
国作家。 他却在信中推辞道，“诺
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

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世界
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

从鲁迅的这封信中， 可以看
出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一、
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 ，
侥幸得到， 不利于扎扎实实地发
展；二、保持平常心态 ，世界上优
秀作家极多，僧多粥少，不必为此
计较。

如果按照鲁迅的标准， 大多
数中国作家确实不配。问题是，配
不配不是作家说了算， 也不是网
友说了算，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
人员自有一套标准和逻辑， 何必
过多置喙？ 好在莫言一直很低调
很淡定 ，不是强调 “我 ，没 、看 、
法 ”， 就是说 “千万别提这事儿
了”。

当然，关注诺奖不是坏事，起
码在纯文学日渐边缘的当下 ，这
种聚焦提醒人们对文学现状的凝
望与内省。 网友对莫言的求全责
备，也是对中国作家的深刻期待。
作家可以无视喧哗与骚动， 但不
能无视内心和尊严， 如何提供更
优秀的作品， 唤起民众对文学的
信仰，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张玉胜

1992年， 北京三里屯小学摄
影社的十名小学生到贵州六盘水
采风， 看到当地孩子在茅草房里
上课深受震动， 便募集18万元在
当地建成一所希望小学。 20年后，
当年的北京孩子沿着大学、出国、
工作的路径生活着， 而当地的贫
困和落后依然令人震撼。 (10月7
日央视新闻)

20年前的 “希望工程 ”，让六
盘水辍学的孩子圆了读书梦。 但
一次公益慈善的捐资助学， 并不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贫困与
落后。 要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落
后面貌， 不仅需要物质上的解忧
排难， 更需要精神上的解放与扶
贫，需要包括加大资源投入在内、
更具实质性系统性意义的 “希望
工程”。

过上文明、 富足而有尊严的
生活， 应当成为贫困山区孩子的
“梦想”。这样的梦想，不能只是懵
懂的“我要读书 ”，还应当有对未

来生活的由衷向往。这种“向往”，
不能只是空泛的 “宏图大志”，而
应当是可以感知的生活。

让山区的孩子具有改变大
山、建设大山的志向与本领，才是
山区摆脱贫穷落后的最终归宿 。
事实上，贫困与富裕地区的差别，
不只是就学条件的巨大悬殊 ，更
包括发展基础、 生存环境等在内
的全方位滞后。因此，“希望工程”
不能只是捐资建校的代名词 ，而
应当放大为开阔孩子视野、 培育
发展潜力、加大资源投入、强化基
础建设的制度性扶贫。 这才是避
免“20年过后贫穷依旧”尴尬的治
本举措。

贫穷落后不是山区人的错 ，
更不应成为其近乎固化的山区本
色。 让所有山区的孩子享有与城
里孩子同样的教育资源， 让山区
建设具有更宽松实惠的发展条
件，进而改变“龙生龙、凤生凤”的
阶层固化现状， 这是社会公平和
谐的发展大势， 也是各级政府和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张绪才

中秋国庆双节长假， 甘肃敦煌鸣
沙山景区特色旅游项目骑骆驼备受青
睐。 景区驼户便给骆驼增加饲料而不
让骆驼充分休息， 1000峰骆驼早晨5时
半就出来， 晚上10时半才收工， 导致
连续两天出现骆驼劳累致死。

骆驼温顺 ， 且特别耐饥 、 耐渴 、
耐劳， 人能借助骆驼横穿沙漠， 被称
为 “沙漠之舟 ” 。 可这样极其耐劳 、
极其顽强的动物， 没有死于沙漠的宽
广， 却因为每天连续 “工作” 17个小
时， 过度劳累而死亡。

由骆驼之 “过劳死” 必然让人想

到其他。 根据全国假日办假日旅游信
息的通报显示， 长假期间， 很多景区
访问量超过正常量一倍多， 部分景区
游客日访问量超过最佳接待量数倍甚
至十倍———南京中山陵的游客就是最
佳接待量的10倍， 厦门鼓浪屿为9倍，
北京故宫、 山西平遥古城为5倍……尽
管各景区均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高客流
量压力， 但是未见有景区主动发布安
全预警， 以分流游客。 网友就此做打
油诗 “上车睡觉， 停车撒尿， 下车拍
照， 回家睡觉， 第二天一问什么都不
知道。”

景 区 游 客 几 倍 ， 甚 至 10 倍 的
“爆”， 对景区 “捞金” 和拉动市场消

费是让人兴奋的利好。 可是景区游客
“火爆”， 看景成了看人， 照张留影也
成 “集体照”， 垃圾成山污染环境。 各
大景区除了山和水就是文化古迹， 比
如故宫、 长城、 平遥古城……它们虽
然不是肉体 ， 但同样是有 “生命 ”
的。

这些 “生命 ” 千百年一路走来 ，
已经历了许多劳顿、 困苦与沧桑， 已
经很累很需要 “休养生息 ”。 然而各
路游客集中涌来， 这些历史与文化的
“生命 ” 连续被几万 、 几十万只脚踩
踏在 “身躯” 上。 真不知道， 它们会
在哪一天也像骆驼一样， 再也耐不住
劳累而 “过劳死”。

奇康饮用天然净水菌落总数严
重超标， 华南农业大学学生是该饮
用水的主要消费群体， 其他品牌桶
装水，宿管不允许上楼。华农学子就
保证饮用水品质向厂方献策， 但对
方却给出“爱喝不喝”的回应。

———“爱喝不喝”的背后 ，是强
买强卖。

为方便市民在尾号限行期间选
择公共交通出行，10月10日至明年6
月30日， 成都市推出限行区内44条
公交线路全免费、 地面公交与地铁
1、2号线所有站点全面接驳等6项惠
民措施。

———算的是民生账不是经济
账。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总共有8天
假期，记者采访了部分国企、外企 、
私企的员工了解到， 原本应该支付
给劳动者的3倍工资听起来很美，实
际上大多难领全额加班费。

———难就难在维权成本太高。
“当您恰逢中午路过苏堤南口，

又饿着肚子， 欢迎来微笑亭领取免
费馒头。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
管理处的官方微博对来杭州的游客
发出这样的邀请。

———免费馒头饱肚暖心。
在贵阳购买商业、 办公用房和

首次购买住房的， 可在购房区域办
理入户手续或居住证， 享受本市户
籍人口就业、 入学和就医等同等待
遇。

———这是不是“曲线救市”？
据央视报道， 内蒙古游客董立

文和妻子长假期间在华山被人捅伤
一案告破， 但受害人称从未见到过
投案的两名嫌疑人。 陕西省华阴市
警方对此承认，工作上存在失误。

———真相要经历多少来回 ？
点评：易凌翔

南京市民侯小姐最近碰到一件郁
闷事： 她想取出2009年前所在原单位
工资卡里的600多元钱 ， 到银行去办
理时， 却被告知一分钱不剩， 还倒欠
银行100多元的手续费 。 银行工作人
员说， 2010年开始， 银行对小额账户
每月扣取20元的 “账户管理费”。

这样的扣费制度， 合不合理暂且
不说， 让侯小姐无法理解的是， 银行
已经扣了2年多的钱 ， 她的手机号码
也一直没有变更， 却连个短信提醒都
没有， 也没收到银行任何通知。

存贷款利差， 是我国银行业效益
的主要支撑。 有资料显示， 我国银行
存贷比全世界最高 ， 存款利率是 3，
贷款利率是6。 难怪有人感叹 ： 全国
人民都在给银行打工。

文/图 薛红伟

长假过后，让我们“回到幼儿园” 莫言“被诺奖”，为何引发喧哗

“希望工程”缘何
改变不了贫困命运

■一句话评论

“过劳死”的骆驼是警示

■新闻漫画

谁取谁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