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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华

新年伊始 ，一则极富滑稽色彩的新闻让
人大跌眼镜 ：堂堂中央芭蕾舞团利用自媒体
发表声明 ，“反对和严厉谴责 ”北京高级 、中
级 、基层三级法院 “枉法裁判 ”。声明言辞中
裹挟的攻击和蔑视 ，让人不寒而栗 。正因为
如此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中央芭蕾舞团
的做法 。

此事竟然发生在享有盛名的中央芭蕾舞
团身上， 这就不得不让人们正视一个事实 :对
于现代社会中一些基本观念、认识，我们必须
时常提醒、重申，并且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以
维护，否则常识也会被无视甚至践踏。

常识之所以被无视， 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
都可能有知识的缺陷，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另

一方面则是有所倚仗， 或财大气粗， 或位高权
重，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众人眼里的常识。

常识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们往往是社会
秩序的底线，是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轨道。如
礼尚往来、尊老爱幼、买票乘车、付钱购物是伦
理道德和市场交易的常识。同样，在法律诉讼
当中，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按法律的话语发
声是最通俗不过的常识，如果罔顾基本常识，
不按常理出牌，那就会让秩序的列车出轨、社
会乱套。

常识之所以为常识， 是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已熟稔于心，是“理所当然”。而对于少数人
来说， 这种常识还真得作为专门知识进行教
育和约束。缺乏常识的人尽管是少数，但是丝
毫不可轻视，一不小心就会在身边招摇过市。
前些天，省城某单位以及张家界的某部门，在

招聘公告中把“面向子弟或亲属招录毕业生”，
堂而皇之地作为招聘范围；前些年，某县政府
公然向司法部门出示红头文件， 要求释放触
犯法律而被拘留的企业人士。 这样违背常识
的咄咄怪事， 居然发生在政府部门和有关负
责人身上， 不能不让我们审视对常识的普及
和加固。

社会的文明是伴随着日益更新的各种常
识而进步发展的。 避免在常识上犯错的首要
办法就是学习， 既要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
识，还要与时俱进，学习市场、法律、政治、互联
网、大数据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否则就适应不
了新时代，甚至闹出一些不该有的笑话来。其
次， 要有严明的制度对违背常识的言行进行
约束，通过案例的管制加以矫正，让整个社会
对常识保持应有的敬畏。

春运大考，从容以对切莫在常识问题上犯错

新闻漫画

李蕊

时光如轮，一年一度的春运大考即将
来临。在这场被称为“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
口迁徙”中，如何让旅客走得了、走得好，成
为考验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部门客
运服务能力与水平的大考题。可喜的是，经
过多年历练，春运服务水平也得到不断提
升。

在“走得了”方面，近年来，我国高铁建
设一日千里、公路通车里程不断跃升、航空
运输能力持续提升。就拿湖南高速公路建设
来说， 总里程已居全国第6位。2017年12月
31日，益娄、张桑、武靖3条高速公路开通运
营，桑植、绥宁、城步苗族自治县3县城实现
了30分钟内上高速。去年6月28日，武冈机
场成功首航，邵阳离世界更近了，往来邵阳
地区的旅客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方便。

在“走得好”方面，春运服务水平与时
俱进也是有目共睹。2018年春运售票方案
日前公布 ，春运车票1月3日开卖 。今年春

运购票服务有了许多新变化： 购票系统更
强大， 升级后的购票系统单日售票能力从
一千万张提高到一千五百万张， 而且运行
更加平稳；购票途径更多元，新增设的微信
支付功能不只是多了付费选择， 购票者还
可在微信内接收购票、改签、退票等行程通
知；购票的获得感也提升了，动车组列车可
以“自主选座”，取消铁路异地售票手续费，
中转旅客接续换乘、车票信息实时查询、网
络订餐等一系列接地气的服务都从无到
有。

目前春运还没到高峰期， 但从人们从
容平和的购票态度来看，“一票难求” 已不
是大多数人心中的魔咒， 公众对春运回家
路的畏惧逐渐消退。更深层次地看，这些习
以为常的服务变化折射的是交通领域砥砺
前行的发展决心、 迎难而上的技术实力和
以人为本的坚定信念。 这是交通发展的累
累硕果，更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视角。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路不同。春
运大考，积小胜为大胜，得分已越来越高。“奇货可居”思维是旅游业发展大忌

苑广阔

近日 ，一篇关于 “雪乡宰客 ”的文章引发
网友关注，文中称在当地住店遭商家“刁难”。
3日， 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地区旅游局表示，经
查， 文章中提到的赵家大院确实存在价格欺
诈行为，按照规定已对其处罚5.9万余元，同时
发现赵家大院在卫生及消防方面也存在问
题，已责令其限期整改。

沸沸扬扬的“雪乡宰客”事件有了初步的
处理结果， 然而网上的议论并未因此而归于
沉寂。现在对雪乡方面尤为不利的是，更多的

网友站出来曝光雪乡存在的 “黑历史 ”，比如
服务态度恶劣、作风霸道蛮横、随意驱赶旅客
等等。

另外一种声音， 则从当地旅游从业者那
里传出来。一家民俗客栈的经营者表示，游客
投诉的情况“水分很大”，“不太担心这个事情
的影响 ”。更有人直言不讳地表示 ，反正到了
冬天有的是人来雪乡旅游，根本不愁客人。类
似言语， 与当初赵家大院经营者对游客所说
的 “房间不愁卖”“一晚千儿八百很多人等着
要”如出一辙。

表面上看，当地旅游从业者这样说，是为

了在游客面前争口气，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则
是他们对自身所掌握的稀缺旅游资源的一份
底气、一种自信 。自信是件好事 ，但如果这份
底气过于盲目，则反而会成为一件坏事。同样
拥有稀缺旅游资源的海南、云南等，就曾因类
似的傲慢，导致旅游形象受损。

旅游无非图个好心情。 一些地方因为傲
慢坏了名声、损了声誉 、伤了风俗 ，习惯了简
单粗暴去赚钱， 便废掉了让旅游者心甘情愿
去花钱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宁可办手
续出国旅游， 也不愿到国内某些屡次被曝光
的地方旅游，应该引起旅游从业者的重视。

山西省将对各高校专业动一次“大
手术”。这次“大手术”的靶标非常清晰：
力争到“十三五”末，全省高校现有本科
专业数量削减15%到20%， 总数削减
200个以上。在此基础上，增设100个以
上急需新兴专业。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高校的 “双一
流”建设，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势在

必行。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专业，正是一
个重要的着力点。只有高校专业有撤有
增，结构不断优化，才能挤干高校人才
培养过程中的“水分”，促使高校从争取
学位点数量、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等外延
式扩张，转向关注育人质量的内涵建设
之路，让学校、学生和社会在互相调适
中实现共赢。 文/金雨 图/赵顺清

毛建国

2018年的第二个工作日， 支付宝推出的
用户个性化年度账单， 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谈
论的话题。 这原本只是一场 “全民自我秀”，
不过有关账单中 “服务协议” 默认选项允许支
付宝收集用户信息包括在第三方保存的信息，
将支付宝年度账单推向一个争议的高潮。

面对舆论质疑， 支付宝的回应算是及时
有力的。 支付宝表示， 初衷没错但用错了方
式 ， 甚至称自己 “愚蠢至极 ”。 态度还算不
错 ， 但其言下之意 ， 应该还是把这当成了
“无心之失”。

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有心之失， 不经历
一番唇枪舌剑， 很难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答
案。 但在此之前， 有一点却是明确的： 失误
的发生， 再次敲响了信息安全的警钟。

这两天 ， 还有一则与信息安全有关的
事 ， 引起了很多人的警觉 。 在日前举行的
2018正和岛新年论坛上，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董事长李书福在谈及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话
题时提到 “马化腾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微
信”。 微信回应称， 因微信不存储、 不分析用
户聊天内容的技术模式， 传言中所说的 “我
们天天在看你的微信” 纯属误解。

在目前的市场上， 阿里和腾讯都是导向级

的企业， 不仅在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 而且对
于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建构都有着重要影响。 有
关信息安全的传言落在这两家巨头身上， 至少
说明当前的信息安全保护还存在不少不如人意
的地方， 舆论场对此也抱草木皆兵的审慎态度。

不仅如此， 还有报道称， 在大数据时代，
中国已经出现了30多家大数据交易场所。 未
来大数据的转让与使用， 还会更大面积地出
现。 在这其中， 人们面临的不仅是知情权问
题还有所有权问题。 譬如在消费平台上， 如
果消费者不愿意平台搜集、 利用、 交易信息，
其权益能不能得到保证？ 关于个人信息， 对
它的保护亟待升级。

支付宝年度账单失误让人不安

大学设专业，可以“更专业”

1月4日，常德市芷兰路口，一名执勤交警在车辆等候红绿灯时，将过往
车辆挡风玻璃雨刮器留下的雪用手扒掉，以免遮挡驾驶员的视线。他的这
一举动受到行人和驾驶人员的点赞。 陈自德 摄

1月4日，国网古丈县供电公司组织员工赴灾情较为严重的岩林岩锋线
进行人工除冰。 石可君 摄

迎战雨雪天气

1月4日上午，常德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官兵在为执勤消防车辆安装防滑
链。随着2018年首场大雪来袭，该支队统一为所有执勤车辆轮胎安装了防
滑链，确保恶劣天气下的战备执勤能力。 陈自德 摄

1月4日，湘西北迎来了2018年的首场降雪。湖南省气象局预计，本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将持续到7日。
为做好雨雪天气应急管理工作，我省交通、消防、电力、医疗等部门积极应对，力保百姓出行不受影响，城乡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不受影响。

1月4日，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景区雪后出现云海、雾凇景观。当天，张家界武陵源迎来2018年第一场雪，该区旅游工作委员会第一时间启动冰雪天气
接待保障应急预案，旅游、交通、交警、公路、各景区管委会、门票站和各旅游企业迅速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景区公路、游道等进行了铲雪除冰，
力保旅游车辆顺畅。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1月4日，石门县壶瓶山镇合言村，村民协助电力工人清除倒塌在电力线
路上的树枝。当天，壶瓶山地区遭遇冰冻袭击，壶瓶山供电所全体人员开展线
路巡视，对影响线路运行的树枝进行清理。 易长龙 摄

1月4日清晨， 沅陵县迎来新年首场雪， 国道
G319官庄至马底驿路段和省道S318深溪口至五
强溪路段出现道路结冰现象。 该县公路管理局全
体干部职工奔赴道路结冰路段开展除雪保畅通工
作。图为工作人员在撒盐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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