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因户口簿上注明是“四川省
重庆市”，家住广州的曾先生遭遇更换
港澳通行证难题。 如果选择出生地重
庆， 曾先生资料与办证中心系统资料
有冲突， 要办证只能回户籍地修改户
籍。 无奈之下， 他把出生地改为四川
省，这才顺利换证。

重庆从四川省分离出来成立直辖
市，距今已经18年。为何一个带有普遍

性的问题，会拖到今天才浮出水面呢？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本。 对于主

管户籍的职能部门而言， 无人愿意承
担更正成本， 于是听之任之、 置之不
理；对于需要办证的当事人而言，举报
成本高昂，于是选择了忍耐或变通。只
想问一句 ，到底还有多少 “压箱底 ”的
办证难问题待解决？

文/欧阳金雨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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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凌远

即将于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首
次安排将军领队受阅。在8月23日的
演练中，人们惊喜地发现，走在方阵
前列的正是佩戴将星的排头兵！

阅兵训练既是忠诚训练， 也是
作风训练。50多名将军领队，平均年
龄53岁，最大的58岁，但他们忘记职
务、忘记年龄、忘记伤痛，与广大官
兵同甘苦、共训练。这激动人心的场

面，令人由衷感叹：将军迎阅，“拼”
出了军人好形象！

发扬了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
统。官兵一致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红军时确立
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 是我军
弥足珍贵的传家宝。在战争年代，官
兵一致令人民军队用“红米饭、南瓜
汤”取得胜利；在和平年代，官兵一
致体现为官兵情同手足、相互尊重，
建立起团结友爱的革命感情， 凝聚
成亲密无间的战斗集体。 此次大阅
兵，50余名将军与普通士兵同甘共

苦，更能振奋军心、增强战斗力，更
能让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在人民军
队中发扬光大。

彰显了我军敢于胜利的亮剑精
神。一位将军一面旗：高级军官在阅
兵场上用实际行动展现我军高级指
挥员带兵打仗、 练兵打仗的责任担
当和身先士卒、 以上率下的良好形
象，被誉为“官兵的行动楷模、方队
的精神脊梁”。古人云，上下同欲者
胜。将军与士兵一同受阅，这正是向
全世界宣示我们维护和平、 不怕战
争、 敢于亮剑、 敢于胜利的坚定决

心。
展示了我军革弊鼎新的崭新风

貌。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站
在实现强军梦的战略高度， 全面推
进从严治军，正风肃纪强力反腐。此
次大阅兵 ，50余名将军昂首阔步走
在方队的最前列，就是宣示：我军的
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能在阅兵场上当
先锋、作表率，也能在战场上带领官
兵冲在前、 打胜仗。 将军们雄姿迎
阅，更展示了治军强军的新常态。我
们坚信， 这样的指挥员一定能担负
起强军兴军的历史重任。

沈峰

景区的门票太贵 ， 已经快玩不起
了。记者调查发现，今年景区门票逢“解
禁年”纷纷涨价，其中186家5A景区门票
均价超百元。

一张票超百元 ， 一家人动辄大几
百，这样的票价已涨到令游客望而生畏
的程度。媒体总结出景区涨价的三条理
由，首当其冲是弥补资金缺口以保护景
区环境资源；二是成本高于收益 ，需要
涨价维持运营；三是抑制客流 ，避免人
流过多严重超出景区的承载能力。

然而，对于景区收了那么高的门票
钱， 就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服务的问题，
却遭到不少游客吐槽———游客反映，虽
然门票连连看涨，但一些景区的配套设
施建设却非常落后。

进一步看，景区无论政府运营还是
市场运作，都无法改变风景名胜的公益
性、公共性。而一些地方政府总是打着
“景点保护与公共服务”的旗号，却不知
这本来就该是当地政府的职责所在。

试想，如果旅游经济完全变成了“门

票经济”， 那么被关在围墙内的景点，就
会像笼中之鸟，失去了生命活力，这样的
景区也将逐渐丧失对游客的吸引。显然，
单纯贩卖景点不是旅游发展的长久之
计，配套开发、优质服务、文化挖掘、多元
格局才是旅游业成熟的标志。 目前国内
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效仿西方国家的成功
经验，通过发展周边产业为景区增值。

由此想到 ，经济学有个术语 ，叫做
“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主
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自己却没
有为此承担成本 。摆脱门票经济的 “短
视思维”，实现公共景区的公益功能，同
样要克服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实现社
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对公共景区的所
在地来说，最重要的问题 ，是克服景区
利益政府化、 政府利益私人化的倾向，
而不是钻到“门票经济”的窠臼里。

鉴于此， 有必要加强调控和监管，
如审计核算景区管理成本， 将收入、支
出情况公布于众，物价部门要及时介入
审核等。维护景区的公益属性 ，才能防
止一路看涨的景区门票剥夺中低收入
人群游览参观风景名胜的权利。袁浩

暑假即将结束，一些孩子又
在为还没来得及完成的暑假作
业发愁。然而，一些“帮做作业”
手机软件正悄然在中小学生中
流传起来。

当暑假作业攀上了 “互联
网+”，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别扭
和难受。毋庸置疑，布置假期作
业的目的， 无非是想让学生通
过做作业来温故知新， 巩固自
己所学的知识 。而 “互联网+作
业” 显然违背了这一初衷———
用手机软件 “帮做作业 ”，既难
以达到巩固所学、 温故知新的
目的， 还会助长孩子们的懒惰
习惯， 容易让学生产生投机取
巧的心理， 并对学生的金钱观
形成产生负面影响， 影响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 。因此 ，对 “互联
网+作业 ” 现象我们必须深刻
反思，以防毁了孩子。

为何会出现 “互联网+作
业”的奇葩现象？其一是由于孩
子们还没有认识到做作业的真
正目的和意义，只为完成老师交
给的任务。其二是由于目前有些

学校老师给孩子们布置的假期
作业缺乏创新性与实践性，“往
往只是一些可复制的重复性内
容。” 其三是由于在应试教育的
指挥棒下，许多学校和家长在拼
命挤压孩子的假期时间，希望利
用假期让孩子们多做作业，多预
习下学期的功课，这让孩子们感
到很累。

不让 “互联网+作业 ”毁了
孩子，需要学校、家长及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学校在布置暑假作
业时要重质不重量，紧密结合课
程内容的同时提高暑假作业的
趣味性， 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
提高他们写作业的积极性。家长
应加强对孩子学习的监督，别让
他们暑假玩疯了，连作业也顾不
上写。同时还要及时检查学生的
学习生活，帮助学生定好寒假计
划并认真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帮
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懂
得做人原则。整个社会更需要高
度重视青少年的诚信品格教育，
让诚信的种子真正在青少年心
中生根发芽，这样才能避免 “帮
做作业”之类的奇葩软件大行其
道。

吴君丽

电影《捉妖记》自7月16日全国公映
后，票房一路走高，截至8月24日票房最
新累计达23.28亿。《捉妖记》 为何这么
牛？

不得不说， 整部剧反常规的设定、
充满“萌点”的动画制作和自然流畅的
真情抒发， 着实让人惊喜。 在或哭、或
笑、或感动之余，留于心底的是暖暖的
爱。它“抓”住了观众的心！

男人也能生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不
会，但在《捉妖记》中却会。妖后为了保
住小妖王，把自己肚子里的蛋 ，塞到帅
气善良的小伙子天荫嘴里。从此 ，这个
男子汉大丈夫便怀着妖胎成为“孕夫”，
并一路逃避各种追杀，最终成功地产下
了小妖王胡巴。

妖的本性能改？影片中最抢镜的当
数小妖王胡巴，单纯的大眼 ，柔软的肢
体，娇小灵活的体态，萌化全场。影片结

尾， 胡巴在努力压抑自己嗜血的本性，
放下抓住的萌萌哒小白兔，皱着眉头拿
起红枣塞进了嘴里……他的细节表情
直戳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人妖能和谐共存？影片开始展现的
是一个妖和人共存的世界。小妖胡巴和
他同样善良的妖们 ，惩恶扬善 ，懂得感
恩，消除了人与妖的距离 ，营造出和谐
温暖的氛围。但是，残酷的现实还是在
妖与人之间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在片
尾，宋天荫与胡巴告别的时候 ，他对胡
巴说：“现在这个世界还没办法接受你，
我把你留在身边，会害了你。”世界成为
了矛盾的存在，也给人留下了思考和回
味的空间。

让娱乐者得到娱乐，让思考者得到
思考；故事情节简单流畅、幽默十足；既
展现出了善恶的对比，又避开深刻的说
教，这是《捉妖记》能带给观众的感受 。
有了这些，《捉妖记》有什么理由不成功
呢？

公益性不彰,景区涨价不停

“抓”住观众的心就能成功

一位将军一面旗

别让“互联网+作业”
毁了孩子

■新闻漫画

还有多少“压箱底”的问题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