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唬人公厕难文明

■ 白靖利 王研

蒙冤坐牢13年、人身自由被侵犯
5000 多天……继云南省高院副院长
鞠躬道歉后，云南女子钱仁风 9 日再
获172万余元国家赔偿。

然而，道歉和赔偿都不应成为
纠正这起冤假错案的终点。只有追
责到底、问责到人，改进程序疏漏，
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才能进一
步彰显依法纠正类似冤假错案的长
远意义。

钱仁风年仅 17 岁便蒙冤坐牢，
在狱中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人生轨迹也因此完全改变，甚至连
她母亲都没能等到女儿沉冤昭雪。
钱仁风的不幸是深沉的教训，它让
全社会看到了司法公正对每个人的
极端重要性。

正义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司法正义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

一道防线，不仅在于保障公民合法权
益，还应体现在对责任的追究上。在

全社会为钱仁风的人生得以重启而感
到欣慰的同时，也应该追问，到底是哪
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冤案生成，究竟
哪些人该为钱仁风蒙冤负责？对失
职、渎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肃追责，
不仅是为还钱仁风一个完整的公道，
也可以查补各种漏洞，以避免类似悲
剧的再次上演，这是纠正冤假错案的
应有之义。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
必追究。”十八大以来，强化问责成为
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鲜明特色。新
近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也
明确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
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
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
都应当严肃问责。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加强
问责，才能显示出制度的刚性，才能确
保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才能确
保每个案件得到公正审理，才会强化
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对失职、渎职者
严肃执纪、问责到底的意义，更在于进
一步树立法律的尊严，教育引导广大
公安干警和司法人员坚持原则、依法
办案、匡扶正义。

冤假错案要从严追责问责

近日，重庆石油路某公厕门上贴出
了安有摄像头的通知。据了解，通知就
贴在每个蹲位的房间上，有A4纸大小，
经过或如厕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但记
者仔细察看，并没有发现任何类似摄像
头的东西。看来，这只是管理方为了对
付损坏公物行为的无奈之举。

公厕内安装摄像头，真是让人不
敢轻言如厕。这一做法之所以引起
民众热议，就在于厕所是一个注重隐
私的场所，安装摄像头无疑是对人们
隐私的侵犯。幸好这只是一张通知，
而没有实物。诚然，公厕内破坏公物
的行为屡禁不止，让人头疼，但以“安

装摄像头”这一唬人做法来予以杜
绝，显然是开错了药方。一方面，很
难对破坏者形成震慑力，而另一方
面，却让如厕的人望而却步，引起民
众不满，由此可见，不管安与没安，摄
像头都不应该出现在公厕内。让公
物免受破坏，还是要从提高民众素质
做起。这正是：

“公厕内含摄像头”，
一纸通知惹人愁；
肆意破坏拦不住，
如厕文明尚难求。

（图/王成喜 文/张成林）

用简政放权
防治旅游腐败

近年来，旅游领域贪腐案件时
有发生，部分旅游领域官员“靠山吃
山”，景区评级、旅行社资质评定、旅
游专项扶持资金拨付和旅游地产开
发成为旅游腐败重灾区。

要想防治“靠山吃山”式旅游腐
败，最根本举措是在旅游行业深入推
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权力的过度干
预。比如，旅游景区评级完全可以交
给相对独立的专业机构来做，主管部
门只要履行好监管职责即可；再比如，
旅行社资质审批权也可适当下放。

相较于其他行业，旅游是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一个行业，完全可以
按市场规律办事。行政与市场的边
界越清晰，行政权力对旅游市场的
不当干预越少，旅游市场就越有活
力。通过简政放权，不仅能减少权
力寻租的空间，还能扭转旅游市场
从业者的理念，将游客“用脚投票”
的压力转化为提升服务的动力。

（摘编自8月10日《重庆日报》）

直播交警执法
有利于双向监督
■ 江德斌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从即日起，
将组织北京、天津等多地交管部门，通过官方微
博等渠道直播交警一线执法现场，为期一个
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
交警直播月”是第一次尝试，以后还将把此项工
作长期化、常态化。（8月10日《京华时报》）

交警直播执法是一件新鲜事，顺应了移动
互联的时代趋势。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全民直
播时代”，直播APP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网
红、草根在做网络直播，连明星、名人也放下身
段搞直播，直播浪潮风起云涌。

在公众已接受网络直播的当下，政府部门、
执法机关触网直播乃是迟早的事情，这就跟政
府部门在微博、微信上开公众号的道理一样，新
的社会舆论平台兴起后，就要尽快适应，学会使
用技巧，避免被时代所抛弃。而且，此前郑州市
中原区城管、山东省潍坊市交警支队等就曾尝
试网络直播执法，获得网友的点赞，不仅有助于
执法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确保执法过程的公
平公正。

一线交警的工作非常繁重，不仅要维护城
市交通秩序，还要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与形
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难免会因利益纠纷，产生诸
多矛盾冲突。近年来，各地交警执法负面新闻
频频曝光，除了部分交警缺乏职业素养、执法不
规范之外，也跟信息不对称有关。

而在引入网络直播后，可以很好地实现双
向监督。交警将执法全程展示给公众，在镜头
下完成整个执法过程，如此就避免视频造假行
为，又可将交警执法置于直播监督之下，全国网
友都能即时看到，且可以保存记录，从而倒逼交
警执法文明规范。同时，对于执法对象而言，交
警直播执法也是一种舆论监督，网友可以看清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从而公正评判对错，以实现
公共舆论监督的理性化和透明化。

由此可见，公安部引入交警直播执法模式，
能够提高透明度，将双方都置于直播镜头监督
下，从而避免信息造假，让公众有了现场感，以
最大限度实现公众监督，体现了舆论监督的进
步。而且，交警直播执法的成本很低，完全可以
实现长期化、常态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 袁锋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连日来，在海
南不少手机用户的微信朋友圈中，流
传一篇有声文章。当宣传创建文明城
市的一封信，用地道的万宁方言朗读
出来时，赢得了广大网友一致好评。
据了解，这是万宁市创建省级文明城
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给万宁群
众的公开信。

“看到垃圾时的一次弯腰、遇到红
灯时的一次等候、面对困难时的一次

援手、给老弱病残孕者的一次让座、给
外地游客的一次指引……都将汇聚成
万宁最美的风景。”网民们觉得，家乡
话听起来非常亲切，比单纯的文字公
告更能打动人，更能呼唤人们践行文
明。有声公开信的流传，既由于其传
递了文明向善的正能量，也因为其整
合了社交网络、多媒体、方言等新鲜有
趣的元素。因此，了解受众的喜好，采
取新颖的途径，这是网络时代精神文
明建设不可忽视的必由之路。

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康德说，在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仰望终
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一是
人们心中的道德。崇德尚礼、见贤思

齐是大多数民众的内心向往，群众不
是不愿意接受有价值的先进思想，而
是不喜欢接纳言之无物、刻板生硬的
说教。在过去，一些文明宣传可以用
一套话语体系，借助简单的宣传模式，
就可传达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而当今
社会，信息海量，传播方式多样，面对
深刻变化的舆论格局，很多时候缺少
的不是有价值的思想，而是传递这些
思想观念的好故事，以及更符合受众
情趣的讲述手段。

其实在这一领域，我省各界也纷
纷以自己的方式和创意，进行了不少
探索，既有两名交警自创的说唱歌曲

《椰城守望者》在海口“双创”好歌声

评选活动中夺冠，也有海南师范大学
志愿者以改编自网络神曲《小苹果》
的快闪舞蹈进社区宣传文明礼仪。
强国要先强民，强民要先强魂，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群众，就要
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
力。要做到与群众面对面，走进群众
的心灵深处，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
共鸣，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身体
力行的积极性，引导群众了解、掌握
和认同核心价值观，并积极转化为社
会群体意识。

找出使精神文明建设“接地气”的
具体方法和途径，就要走进火热的现
实生活中去，使话语体系构建充满生

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
质。网络是传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加强核心
价值观的网上传播，就要找准宣传教
育同人们思想道德情感的契合点，善
于用讲故事的方式，以多姿多彩的表
现手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小故
事阐发大道理，做到深入浅出、情理交
融。与此同时，也要坚守新媒体、新手
段的社会责任，及时防范和纠正导向
偏离、价值缺失、责任失守等问题，做
到通俗而不庸俗，亲民而不媚俗。让
精神文明宣教以活泼、可亲、时尚的面
目示人，就能为凝聚社会正能量注入
不竭动力。

文明宣教需要更多“清新气息”

专题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办一场活动兴一方文化

嬉水节，来自于古代黎族的一种
祭水的活动仪式。黎民百姓为祈福来
年风调雨顺，感恩大自然赐予的美好
生活，就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之时，来
到温泉湖中嬉水游玩，并载歌载舞，供
奉祭品，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保亭黎
族苗族人民庆祝丰收、歌颂爱情的盛
大节日。

当然，节日除了向世人展现了保
亭人民淳朴、好客的精神风貌外，还通
过多种活动形式、无处不在的民族图
腾、满盛杯盘的美食美酒，向八方来客
呈现出民族文化的风情。

最令人眼界与胃口大开的，要数
黎家长桌宴。桌并桌排成排，芭蕉叶
一铺，摆上竹碗、竹杯和槟榔筷，用槟
榔树皮卷成的器皿盛出了保亭四大名
菜——会上树的鸡、冲浪的鱼、不回家
的牛、五脚的猪，以及五色米、椰丝粑、
山兰酒，让众多饕餮食指大动，几处

78米长的桌子都不够坐。长桌宴开
始不久，黎族同胞盛装组成了敬酒队，
唱着不重样的祝酒歌，欢笑着与每位
宾客共饮美酒。“我这还是第一次感受
到长桌宴的气氛，很喜欢当地人的热
情，以后争取带更多朋友来保亭体
验。”来自东北的王小姐几杯米酒下
肚，脸上透出了醉人的红晕。保亭县
有关负责人说，这是当地首次将长桌
宴纳入嬉水节系列活动，希望并也确
实让广大游客在玩乐中充分体验了保
亭黎族苗族的民风民俗和地域文化。

不仅如此，今年的嬉水节更加强
调民族文化的凸显。让“非遗”文化融
入现代生活，成为嬉水节活动的亮点
之一。通过黎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及展示，和黎族苗
族服饰创意设计展演，让传统技艺和
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大众文化交融。

如黎族图腾、黎家阿婆的绣面纹、
黎锦纺染织绣技法等，这些民族元素，
被设计用在了抱枕、钥匙扣、餐具、提
包、座椅、书签、首饰等大众生活日常

物品上，将黎族苗族文化和非遗文化
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一场节庆带动一方经济

今年嬉水节新增了房车露营巡游
活动，备受各界关注。全国各地的50
辆房车、120名房车旅客来到保亭助
阵嬉水节，通过露营巡游的方式，既让
车友们全程体验了保亭的自然人文风
貌，增强对保亭民俗节庆及丰富旅游
产品的亲临体验感，还宣传和推广了
保亭房车旅游模式。

“嬉水节的举办，对保亭影响最深
的是旅游业，不仅游客接待量、旅游收
入有实实在在的增长，而且通过这一
平台，保亭‘雨林温泉秘境 国际养生
家园’的旅游品牌和形象也获得了更
高知名度。”保亭县副县长刘纬华说。

根据该县旅游部门统计数据，今
年七夕，8月7日至9日3天，全县旅
游 收 入 2596.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5.67%。全县接待过夜游客1.47万

人次，同比增长70.93%。其中，七仙
岭度假区平均住房率为82%，县城宾
馆酒店平均住房率为 91%。8 月 8
日，保亭甚至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现
象。而呀诺达、槟榔谷、七仙岭等景
区及各乡村旅游点，3天共接待了游
客约6万人次。

此外，嬉水节活动的品牌效应也
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专门前来观看参
与。8月8日民族歌舞晚会和8月9日
的嬉水节开幕期间，保亭县城区域数
万人集结街头、广场，到处都是人山人
海、接踵摩肩的热闹景象。

大幅增长的客流量，也刺激了旅
游淡季中保亭旅游经济，出现逆势增
长，并带动了当地交通、住宿、餐饮、购
物等产业经济的同步增长。而当地民
众从节庆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据悉，节庆期间，县域人流量暴涨，住
宿、餐饮、购物等方面供不应求。街边
临时售卖水枪、清凉饮品、特色小吃的
摊位，生意也甚为红火。同时，旅游发
展带动的本地直接就业人口就有

5000人。
“经过16年的不断发展，嬉水节

已经从当初自娱自乐的节庆活动，
变成如今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有影响
力的，融产业发展、旅游招商、地产
推介、文化宣传为一体的大平台，在
全域旅游的建设中走出了重要的一
步。”刘纬华表示。

近年来，保亭按照“雨林温泉谧
境 国际养生家园”的定位，做足山的
文章、村的文章、民族的文章，形成了
融自然山水景观、生态休闲景观、人文
景观为一体的旅游格局，并推出了雨
林探险游、温泉养生游、民俗风情游、
美丽乡村游等精品旅游线路，相继开
发出“绿野飘香”、“山水画廊”、“黎客
家园”三大系列乡村旅游特色产品。

如今，保亭还将进一步传承和弘
扬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
嬉水节活动的品牌影响力，提升保亭
文化软实力和整体形象，推动全域旅
游建设，通过错位发展，成为大三亚旅
游圈日益鲜明的旅游目的地。

十六年来，一段段浪漫与保亭相约，一场场狂欢与全民共享

嬉水节,一张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
七仙岭在远方注视，七仙河在身边

流淌，十六年来，山河无言，静看保亭县
城的浪漫民族之花，从一个苞骨朵到如
今的热烈绽放。

说起保亭，大多数人脑海中会第一
时间匹配出“嬉水节”这个关键词，联想
到的是水花四溅、欢歌笑语，黎风苗韵
的热烈气氛。

已经连续举办16年的海南七仙温
泉嬉水节，将七夕有情人的欢乐，扩大
到了全民共享的狂欢盛会。嬉水节，不
仅是保亭黎族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还
是保亭旅游资源、黎苗文化、经济发展
的展示台和助推器，是保亭乃至海南最
亮丽的一张文化名片。根据当地旅游
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嬉水节举办期
间，保亭全县共接待了游客11.41万人
次，同比去年增长21.52%。

在这次的嬉水节欢腾的民众中，有一群特别
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代表团。海
南的黎族苗族人民，与台湾屏东的原住民，在七
夕的保亭相遇，彼此太多的共同点，让双方相知，
相亲，并畅想着更广泛的交流计划。

“海南的气候、植被，生活习性、饮食习惯，都
和台湾很相似，来这边后适应得蛮快的！”台湾省
屏东县三地门乡代表会主席锤福来，盛装出席了
8月9日上午的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开幕式。他
对身上的黎族风格马甲十分喜爱。

在保亭的这两天，锤福来与其他台湾代表，
通过少数民族歌舞晚会、嬉水节全民狂欢活动，
深入感受到了海南黎族苗族的歌舞、美食、美酒
和特色服饰，并在参观琼海北仍村美丽乡村、保
亭生态雨林景观后，对海南的民俗传承和旅游发
展大加赞赏，“海南的乡村游注重特色，土特产和
手工艺品的发展比较成熟了，再加上当地人单
纯、热情、好客，很有人情味！相信更多台湾民众
了解到海南后，也会很喜欢来这里旅游。”

对屏东县市民代表会主席林协松来说，这已
是他第六次来参加保亭的嬉水节。在了解了海
南少数民族的节庆和生活习俗之外，台胞们也在
琢磨着，来年也邀请海南民众赴台参与原住民的
民俗活动，增加两地人民的情谊。“其实台商很早
的时候就到海南来创业开发农业了，因为这里长
出的热带水果和农产品品质非常好！未来希望
两岸的民间交往越来越多！”

据悉，从2001年开始，海南就邀请台湾少数
民族同胞参加保亭七仙温泉嬉水节。琼台两岸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越来越变成嬉水节中不可缺
少的活动项目和文化品牌。

今年主要有屏东县少数民族参访团、屏东市
民代表会参访团和台湾少数民族艺术团3个代
表团参加。在大型民族歌舞晚会和嬉水节开幕
式上，台湾少数民族艺术团将与槟榔谷景区演员
同台演出，促进两岸艺术文化交流。与往年不
同，8月9日槟榔谷分会场还举办了“琼台两岸一
家亲”传统体育竞技比赛和篝火晚会，让前来参
加嬉水节的台湾同胞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情
意，进一步增近两岸民众的了解和情谊。

（肖静）

琼台两岸一家亲
同胞共享嬉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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