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论
专栏辣评

时间大大节省，可是菜农的大箩筐和小菜篮却上不
了动车和高铁，菜农的生计就会受影响，或者允许
菜农坐动车、高铁，不可避免地会与衣着光鲜的人
群产生冲突，对彼此都不好。 因此，保留这样一列慢
车，专门为菜农提供服务，满足菜农的出行、卖菜需
求，也是民生服务，不可小觎。
这就为政府服务民生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
角，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生问题。 在加快发展高
铁、动车的追求中，还要合理地保留一些慢车，必要
“
快”
“
慢”结合、科
时还要规划建设一些慢车，做到
学布局，满足各种群体的交通需求，让各种群体对
交通规划、布局、建设、运行等都感到满意，这既是
现实需要，也是民生需求。
这也提醒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部门，发展交
通，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
民生效益等，尽量做到让大家都高兴，不仅社会和
谐了，民众的幸福感强了，而且，政府的服务更周到
了，政府的形象改变了，公信力提升了，真是一个多
王甄言
赢的发展视角和思路。

顺风车春运不上线未必是坏事
2019年春运已拉开大幕。 官方预计今年全国旅
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次，再创新高。为顺利完成
今年春运，中国“水陆空”多种交通工具开足了马
力。 但由于今年春运前期迎来务工流、学生流、探亲
流叠加的出行高峰，一票难求现象仍未缓解。
春节最重要的就是团聚，所以才会有一年一度
的春运， 而春运中最让人牵肠挂肚的当然就是车
票。 数亿人集中往返，面对如此汹涌的人潮，无论如
何调剂， 一票难求的状况都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出
现。
是啊，在人们心中，家的分量太重，无论如何，
都是要回家过年的。 要让每个人都能顺利回家过
年，最重要的还是充分挖掘交通运输潜力，尽可能
地增加各种交通工具的运力，火车、汽车、飞机、轮
船，能上的尽量上。 这正是向着同一个方向，也就是
家的方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于很多人来说，买不到票、坐不上车，自己也
“
顺
没有私家车，无法自驾回家，如果能搭上别人的
风车”，也不失一个好办法。 是啊，对于顺风车主来
说，有人拼车，自己回家还能捎带赚钱，何乐而不
为？ 而对于想回家却苦于无票无车的游子，搭顺风
车回家过年，不仅方便快捷舒适，而且花费也不算
高，岂不美哉？

网络顺风车作为近几年兴起的新形态交通，广
受青睐，让它们加入春运，助力回家，自然也能起到
重要的作用，凸显其独特优势。 滴滴数据显示，2018
年春运，滴滴顺风车运送乘客3067万人次，等于17
万架波音737飞机的运送量。 千万量级的运量是个
什么概念？ 毫无疑问，顺风车已经占据春运重要的
一席之地。 真可谓，有了顺风车，回家更顺风。
可是，顺风车纵有千般好，但去年发生的一系
列安全事件，就将其从万众瞩目的巅峰拉入了倍受
非议的谷底。 的确，顺风车虽然方便、高效、实惠，还
能减少单独出行的污染， 但是只要失去了安全保
障，那它就谈不上
“
顺风”，反而变成了糟心。
安全，是所有交通工具的生命线，任何形式的
出行创新，不能丢掉安全底线。 人们看到，在众议汹
汹之下，顺风车服务开始下线整改。 而今春运又至，
“
重出江湖”，帮助人们回家过
大家自然希望顺风车
年。 可是滴滴却明确表示，顺风车安全问题并未彻
底解决，因此无法在今年春运上线。
对此，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买不到票，本指望顺风
车能捎上一程的人可能会失望。 但是即便今年错过
了，顺风车明年或许还会有，可生命却只有一次，在
安全问题上容不得半点马虎。 顺风车没有
“
带病”强
徐建辉
行复运，也许对广大乘客来说并不是坏事。

境外过年须重视文明与安全

据携程等旅游机构预测，在即将到来的猪年春
节黄金周，我国将有约4亿人次出游。 近日，中国驻
泰国大使馆、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中国驻胡志明市
总领事馆等使领馆纷纷发布中国游客春节期间旅
游注意事项，提醒游客在春节出游“合家欢”的同
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文明出游。
在这约4亿人次的出游人群中， 一部分是国内
游，一部分是出境游，借着中国驻其他国家大使馆、
总领事馆纷纷发布旅游预警和注意事项的机会，不
妨来重点说说春节期间出境旅游的安全和文明问
题。 毕竟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
不但有可能享受不到旅游的快乐，还可能会陷入麻
烦与困境。
安全问题首先是应该被重点强调的，对于绝大
多数出境游的游客来说，没有了安全的前提，也就
失去了出国旅游的意义。 导致境外旅游安全问题的
因素有很多，所以需要游客在国内做旅游攻略的时
候，就要做好各项准备，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降低
安全风险。 如果是通过旅行社出境游，首先要选择
资质佳、信誉好的旅行社并签订正规的合同，同时
提前购买旅游保险。
如果是自助游，安全问题显然更多，除了需要
提前预定好酒店、 安排好行程这些基本功课之外，
还要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国家的国内局势、治安状
况，以及最近有没有发生动乱、冲突等等，如果有以
上的问题，最好还是避而远之。 到了国外，则要重点
关注自己的人身安全， 比如不到非正规的旅游景
点，晚上尽量不要单独出门，体验各种新奇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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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季
莫成孩子“补课季”

菜农“专列”带来幸福感的启示
中国铁路已步入高速时代， 但相对高铁动车，
慢车依然有其独特优势。 江西九江至湖北麻城间的
6026次列车是内地仅剩不多的慢车之一，途经小池
口站。 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与江西九江一江之隔，
九江站至小池口站里程14公里，历时12分钟，火车
票价1元。 因为票价亲民，乘客少，车厢空间大，有足
够空间容纳大箩筐和小菜篮，受到小池镇菜农的青
睐，成了菜农
“
专列”。
这趟菜农
“
专列”给小池镇的菜农带来了实惠。
首先是火车票票价实惠，只要1元，就像城市地铁，
菜农承受得起。 其次，替菜农节省了成本。 菜农挑一
担菜过江卖，赚得200多元，收入可观，反之，如果火
车票价贵，或者没有火车，乘坐汽车，价格贵多了，
菜农卖菜成本上升，赚不了钱。 再者，交通方便。 两
站之间坐汽车需要1个多小时，坐火车只要12分钟，
替菜农节省了时间。
菜农
“
专列”虽然是慢车，可是对近距离出行谋
生的菜农来说，不可或缺。 如果铁路发展一律取消
慢车，以动车或高铁取而代之，交通效率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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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时候，把安全置于第一位而不能盲目尝试等
等。
境外旅游的安全问题， 不仅仅包括人身安全，
还有健康安全。 比如因为水土不服、饮食不同等等
导致可能出现的身体疾病，除了预备好一些必要的
应急药品，提前购买好旅游意外保险和医疗保险也
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在很多国家，要么医疗水平有
限，要么医疗费用昂贵，所以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才
行。
文明问题，是国人出境旅游的一个老生常谈的
问题了。 尽管近年来国人文明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但是随着出境游人数的持续攀升，不文明现象仍旧
时有发生。 导致国人境外旅游过程中的不文明现象
有主观、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上来说，我们
要提升自身的文明素质， 站在其他国家的国土上，
要本着一种不给国家和民族抹黑、 丢脸的心态，约
束好自己的言行举止，避免贻人口实。
从客观角度来看，国人一些在国内看来很正常
的言行举止，到了国外则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不同、
文化差异等等，成了一种不文明。 所以出境游过程
中，不但要学会入乡随俗，同时还要提前对目的地
国家的民俗风情、文化特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与把
握，以避免无心之失而让自己成为别人眼里的不文
明之人。
旅游过年作为一种
“
新年俗”值得提倡，但是唯
有解决好了安全和文明问题，我们的春节假期才能
过得有滋有味、幸福美满。
苑广阔

每天上午补习3小时的数学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4门课
一天连着上，寒假只能玩几天……又是一年寒假季，却俨然成了
第三学期”。 火爆的寒假补课是弯道超车、培优提分的法宝，还
“
是拔苗助长、令孩子生厌的负担？ 寒假生活该如何
“
点亮”？
都说孩提时光是最快乐的时光，但身上背负沉重学业枷锁
的孩子们，精神世界相对贫乏，心灵比较孤寂，他们过得一点也
不快乐。 特别是，
“
努力一寒假，开学当学霸”，寒假，这个本该
属于孩子的快乐时光，被家长和补课班彻底
“
绑架”了。
其实，孩子们的幸福和快乐非常简单，就是能够无忧无虑
地学习和生活，身心无需背上沉重的包袱。 尤其是在假期和周
末，能牵着父母的手去玩耍游乐，就感到无比开心。 可如今，假
期变成了孩子们的
“
第三学期”，双休日成为
“
双修日”。 多的只
补习班”
有朗朗读书声、 练琴声和舞动的身影。 这些所谓的“
“兴趣班”，大多不是孩子自己的兴趣使然，而是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父母，一厢情愿地
“
为孩子好”，希望有此
“
小灶”的喂
养，今后他们能进重点中学和大学，梦想自己的孩子，以后成为
钢琴家”
“
歌唱家”
“
艺术家”。 很多孩子从3岁进幼儿园起，就
“
开始进行
“
幼小衔接”培训，身心背负重荷。 这样的
“
好心”，无
异于拔苗助长。
国家一直在倡导为学生减负，可是，孩子们依然背着沉甸
甸的书包，每天回到家里，还要挑灯夜战，完成大量作业，第二
天一早又要赶往学校，双休日、节假日还要去读兴趣班，或请家
教，或去老师家补习功课。 玩，成了一种奢望，能保证睡眠已经
很不错了。 不知家长们有没想过，孩子稚嫩的肩膀，能否承受
如此重负？
面对孩子被补课班
“
绑架”，每个家长都应该反躬自省：寒
假季，莫成孩子
“
补课季”。 寒暑假，请给孩子
“
松绑”，将快乐还
给孩子，莫让补习成为孩子的精神负担。 让孩子健康、快乐、幸
福成长，是每个做父母的美好愿景。 既然如此，那就应该顺其
自然，那就不要违背自然法则，不要
“
好心”反而扭曲和扼杀了
孩子的天性。 在此，呼吁整个社会为儿童快乐成长营造宽松环
汪昌莲
境，让祖国花朵开得更美艳。

对“著名商标”监管
不能止于“叫停”
近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
对于过去评名牌、 评著名商标的政府行为，2019年将一律取
消。 ”视频一出，即冲上微博热搜。 此番乱象被揭开，风靡多年的
“
著名商标”终将告别历史舞台，引得一片叫好。
2017年3月，西安地铁三号线使用
“
问题电缆”被曝光，该品
牌电缆还被评为陕西省
“
著名商标”，这显然是个极大的讽刺。 陕
西省工商局决定撤销问题电缆的
“
著名商标”称号，并对在该
“
著
名商标”认定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这起
事件的发生，也使
“
著名商标”评比乱象浮出了水面，如过去，一
些地方通过立法，给予企业
“
著名商标”认定以及特殊保护。
问题是，这些有关
“
著名商标”的地方性法规，因违反我国
商标法的立法宗旨，有违市场公平竞争。 基于此，2017年1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要求予以全面清理，地方
“
著名商标”制
度也被明令废止。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
著名商标”制度被全
国人大“
叫停”，至今已近半年，一些地方却在整改中进行“
变
通”，采取
“
移花接木”的手段，与禁令“
躲猫猫”，导致
“著名商
标”禁而未止。 这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重申
“
2019年将一律
取消著名商标”，似乎表明
“
著名商标”将会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
利用”了好多年，
不可否认，商标评比被地方政府和商家
也忽悠了消费者好多年， 以至于在消费者眼中，
“
著名商标”就
“
著名
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商品优质和品牌的象征。 可以说，对
商标”的尊崇，在消费者心里已经根深蒂固。 对此，早在2014年
11月，原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就表示，针对当时商标评
比过多、过滥、暗箱操作等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将协同有关部门
进行整治。 然而，时至今日，整治仅停留在口头上，鲜见有被查
“
著名商标”又借尸还魂。 特别是
处的案例。 以至于在禁令之下，
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成为
“
著名商标”幕后的推手，使
“
著名商标”像割不完的韭菜一样野蛮生长。
可见，对于
“
著名商标”，监管不能止于
“
叫停”。 既然商标评
比的功能已被异化，非但未能起到保护商标、防止侵权的作用，
“
工具”，那么，就应
反而成为商家进行虚假宣传和不当竞争的
该全面废止。 事实上，废止
“
著名商标”，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
每个商品、每个商标，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和保护，而没有品
牌商标和普通商标之分。 否则，不仅人为造成了企业不公平竞
争，也会让人质疑管理部门的动机。 特别是，针对
“
著名商标”隐
形存在现象，地方政府不仅要坚决制止和查处，而且要向管理
张西流
部门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