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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低头刷屏
成中秋一“景”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到一年中秋
时。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和文化记忆，
新风不移旧俗，当我们刷微博、发朋友圈、抢微
信红包欢庆中秋的时候，不应忘记中秋深厚的
文化内涵。

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
日，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中秋节在漫长的发
展过程中，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饱含了人们追求
美满、和谐、富足、安康的美好愿望，而团圆，是
中秋节的核心内涵。

近年来，日新月异的网络新技术，拓展了人
们的社交空间，紧密了亲友之间的关系。微信、
微博在传情达意的同时，也给传统节日文化增
添了现代、娱乐、轻松的新特点。但在享受新技
术带来便利的同时，却不能淡化情感交流。在
举家欢聚之际，莫让低头刷屏代替了互诉衷肠。

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增
强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家庭和睦的精神纽带。
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佳节，无不承载着
华夏儿女对亲情与和谐的美好向往，寄托着人
们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祝福。

每逢佳节倍思亲。路再远再曲折，也要回
家团圆。这就是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强大的
情感吸附力所在。

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节
日民俗文化有所淡化，一些传统节日变成了

“美食节”“旅游黄金周”。但无论时代怎么变
迁，科技如何进步，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任何
时候都不能丢，因为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情感与文化身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的黏合剂。

文化如水，一旦断了源，传统节日也就失去
了根。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是每一位中华
儿女的责任，如何让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薪
火相传，释放文化内涵，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
行去推动，也需要社会和相关部门“搭台唱
戏”。传统文化需要在继承中创新，只有不断开
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让人们更多
地品味文化之美、享受传统之乐，才能把传统节
日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 （周润健）

■ 袁锋

南海网9月13日报道，继三亚市
委大院向移动通信基站开放建设之
后，近日，位于三亚市政府办公大院
内的基站也顺利建成。三亚市委、市
政府带头在办公区内建设基站，用实
际行动消除公众疑虑。

如今，移动通信已经进入 4G 时
代，海南计划今年建成城市全光网，
4G信号覆盖率将达到99%，电信企业
正在加快推进4G网络覆盖。人们在

享受移动通信发展带来的便利之余，
对基站电磁辐射问题的关注度也日
渐升温，有个别人群对基站建设产生
抵触情绪，一边抱怨着基站不建信号
不好，一边又抵制在自己的小区建设
基站发射塔。其实，基站周围的辐射
数值远远低于国家标准，而且很多人
不了解的是，由于手机的发射功率动
态调整，基站密度越合理，人们受到
的电磁辐射强度就越低。应该说，对
于基站辐射影响健康的担忧是没有
依据的。

不过，部分人群的疑虑一时难以
消除，并且产生了“基站在哪建都可
以，只要别建在我家附近”这样的“邻

避效应”，阻碍着移动通信提质升级的
脚步。面对这样的纠结，党政机关现
身说法是非常有效又具备说服力的对
策。今年，省委、省政府办公区域陆续
建设了通信基站示范站点，随着近日
三亚市政府办公大院内基站建成，海
口、三亚党政机关内基站建设也已完
成，不仅改善了办公区域通信信号质
量，还满足了周边群众通信需求，成为
党政部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破解类
似难题的良好范例，必将为社会各界
起到消除疑虑、带头示范作用。

当下社会转型期内，民众维权意
识增强，对于涉及切身利益的大事小
情，不时会存在些许疑惑和顾虑，有

可能随之而来的是“邻避效应”等种
种非理性甚至过激行为。对这些民
众，应当给予他们解开“心结”的空
间。行胜于言，如果有关部门只是空
口重复说某个项目是无害的、某个工
程没有污染，只怕唾沫耗干百姓也听
不进去。群众反感的，就是当官的光
说不练，如果党政部门不能以身作
则，现身说法，就很难产生强大的说
服力和公信力。在这一点上，其他城
市管理者也以行动做出了努力：上海
市委、市政府在2009年即率先开放办
公大楼楼顶建设移动通信基站；湖北
石首市分管通信的一名副市长，自家
住宅楼顶就安装有4G基站，妻子怀孕

后，母子平安健康，都收到了不错的
示范效应和社会效果。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
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消解公
众疑虑、回应公众诉求都需要具备柔
性方式、科学证据、法治框架的新理
念、新思维。在处理类似难题时，我
省党政机关带头建设基站的思路值
得借鉴，那就是，没有简单援引权威
检测结果强求民意，没有草率动用行
政指令强制执行，而是以身作则，顺
势而为，消除公众的疑虑和戒备，以
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公众的理解和
支持，最终在双方的良性互动中推动
社会发展。

消解公众疑虑贵在政府“现身说法”

■ 汤计

日前，上海警方通报，7人涉嫌编造
传播“上海9月起施行购房信贷新政”谣
言被刑事拘留。消息一经公布，火爆异
常的上海楼市和离婚潮迅速降温。

谣言给上海楼市造成巨大震动，
扰乱了购房者的心理预期，制造出恐
慌式离婚这样滑稽的社会现象。而造
谣者之目的，竟是为了提升个人房产
销售业绩。这种为了一己之私、严重
破坏社会安定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上
海房产市场的不稳定，而且给社会和
谐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谣言止于智者，何为智？是真相
大白于天下。尽管8月29日，上海住
建委紧急辟谣，明确表示“没有研究
过此类政策”。但应急信息发布仍未
能阻止前往离婚登记处的人群。上
海房贷谣言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政
府相关部门等深刻反思。这至少说
明政府部门日常工作力度缺乏，向群
众开展日常宣传工作还不够接地气，
应急处置能力尚需完善提升。就此次

事件，面对异常的楼市和离婚潮现象，
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发
布权威信息；如果发布信息后，谣言
还在发酵，那就继续辟谣、反复发布，
直至战胜谣言。

同时，相关部门对房产中介行业
的日常监管亟须加强。有分析指出，
从谣言的内容以及传播方式来看，这
次上海房贷的谣言应是经过了精心策
划，对目标人群、市场情绪的把握非常
精准。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监管难，究其
原因，房地产与中介行业缺乏自律，政
府监管乏力，是两大要点。对此，一方
面，房地产中介公司要增强行业自律，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提供更多更优质
的服务，以实际行动推动房产中介行
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
出台有针对性的惩戒规定，建立房产
中介“黑名单”制度，记录中介机构不
良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
要第一时间亮出法律利剑。

互联网信息时代，人人都是信息
的发布者，但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
杂。如何加强信息的监管，需要相关
企业和政府部门思考，拿出解决办法
和措施，从源头上制止谣言的传播。

房贷谣言事件呼唤权威发布
靠监管防范
“问题月饼”

中秋临近，一些号称“纯手工、无
添加”的“私房月饼”，在互联网上受到
热捧。然而，有媒体报道，将网购的4
种不同的自制月饼送检，有2种检出
了甜蜜素，且产品包装上均未有配料
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日前，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通知，要求
加强餐饮服务单位以及超市等食品经
营者自制月饼等自制食品监管。

不少“私房月饼”，往往被贴上“私
人订制”的标签。然而，不论月饼是否
真的是“私房”，都有令人担忧处。且
不说，市场上存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的乱象，即便真是手工制作，产品原
料、生产资质、制作过程等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规范，也同样存在疑问。

互联网改变的只是产品的形态，
却不改变质量的底色。说到底，“私
房月饼”，不能游离在监管之外。相
关监管部门，也需要“跟上趟”，让互
联网上的“问题月饼”无所遁形。

（范佳富）
（原载9月1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记者在辽宁、江苏等地
调查发现，当前，整治节日“四风”
问题成效明显。但与此同时，在一
些地方隐形“四风”依然存在，送
礼、请客方式更加隐蔽，甚至用短
信、电话传“暗号”；蟹庄等农家乐
可开办公用品、会议发票。

两节将至，披上了各种“马
甲”的“四风”问题也暗流涌动。
整治“四风”必须自上而下常抓
不懈，形成长效机制，在规范权
力运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及完

善监督制度等方面综合发力，刹
住送礼歪风。在考虑运用技术手
段来监督的同时，可以加强人大
代表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
等，使各类变形的腐败无处遁
形。这正是：

电话短信传暗号，
“四风”披上隐身衣。

权力晒在阳光下，
层层监督刹歪风。

（文/袁锋 图/朱慧卿）

扒去“四风”隐身衣

专题 主编：符王润 美编：王凤龙

“绿动五指山，养生翡翠城”
2016年海南五指山市城市形象暨旅
游房地产展示会9月12日在成都举
行。与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站不同
的是，此次成都之行，更加强化了地
缘因素，将展会地址选择在全球最大
单体建筑——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
地标性建筑更加增强了此次活动的
影响力。此次参展的20余家房地产
企业齐聚蓉城，为成都市民送上一份
来自五指山的旅游与地产饕餮盛宴。

住海南“绿肺”颐养身心

据悉，在此次参展的20余家房地
产企业中，多数为本地企业，部分是
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开发商。“第
一次参加展示会，很激动，能在成都
地标性建筑展示我们的房产项目，我
觉得很开心。很期待源源不断的成
都人民前来看房，选择五指山绝对不
会错，相信他们可以住得更舒心。”一
位参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活动开幕仪式上，五指山市副
市长周栋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选择在成都举办今年第二站推
介会，是因为成都是我国西南地区
的中心城市，相对于北京而言没有
那么严重的雾霾，五指山优质的生

态环境可以满足成都市民冬季避
寒，夏季避暑的要求。在活动现场，
慕名而来的成都市民兴致勃勃地向
参展企业了解楼盘信息。“在五指山
买房子不仅仅买的是房和户型，更
重要的是买生态。所以我还是希望
当地政府可以保护好这块福地，不
要过度开发，留下遗憾。”一位参展
市民告诉记者。

听闻市民有这样的担忧，五指山

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向该市民解释道：“从 2015 年开
始，五指山市委、市政府已经开始控
制五指山市的房地产规划用地，并且
海南省政府为了保护五指山生态环
境，对于涉及五指山的规划用地把控
十分严格，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一片
绿地。”听完介绍，该市民很放心，“看
来以后这里的房价可能会涨，这么个
好地方，楼盘数量有限，我回家和家

里人商量一下，得尽早下手啊。”

黎苗特色旅游产品进蓉城

此次成都站的推介会，旅游产品
和黎苗文化更受成都市民喜欢，除了
五指山漂流、牙胡梯田、雨林瀑布群等
知名景点以外，五指山市还将五指山的
部分特产带到了成都。在互动表演环节
和现场的部分站台，成都市民还有机会

领取到精美的五指山水满茶。“野者上，
园者次。”这是陆羽《茶经》中对绿茶的评
价，水满茶长年生长在素有“海南屋脊”
之称的五指山一带，这里经常云雾缭绕，
水满茶得天地之精华，醇郁甘甜，且有防
感冒，止腹泻，健胃醒神之效。水满，在
黎语里是古老、至高无上之意，水满茶曾
经是海南绿茶中至高无上的贡品茶。

在展会现场，滚动播放的五指山
特色美食与黎苗文化引得众多成都市
民驻足观看。“五条腿的猪”“会冲浪的
鱼”“不回家的牛”以及“会上树的
鸡”……地处海南中部山区的五指山，
良好的生态环境，宜人的气候条件，孕
育出丰富多样的原生态食材。五指山
市旅游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五指
山物产丰富，食材天然无污染，是真正
的绿色食品。五指山的饮食就像五指
山的旅程一样，充满山野情趣。此外，
视频中苗族的发绣、黎族的织锦都是
五指山独具地方特色和民俗的代表
作，还有黎族“三月三”节日已经成为
黎苗同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进友
谊，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盛会载体。

“有时间一定要去五指山走走看
看，体会一下不一样的黎苗文化风
情，光看视频我就觉得很有吸引力
了。”一位成都市民告诉记者。

（磊磊）

绿动五指山 荟萃于蓉城
2016年海南五指山市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产展示会走进成都

9月的成都，宜人舒适。2016年
海南五指山市（成都）城市形象暨旅
游房地产展示会在全球最大单体建
筑——成都市新世纪环球中心举行，
此次展会除了优质的旅游地产和旅
游产品之外，还有让成都市民称赞的
黎族歌舞表演。

“快去新世纪环球中心看黎族歌

舞表演啦！”还没走进此次展会的现
场，就听见附近的市民邀约一起看黎
族舞蹈表演。8位黎族姑娘为现场的
成都市民展示了精彩绝伦的《竹竿
舞》《舂米舞》等舞蹈，深受市民喜欢。

“歌舞有显著的民族特点和浓厚
的生活气息，独具特色，精妙绝伦。
虽然只是在这个展会的舞台上表演，

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于舞蹈
的喜爱，对黎族文化的一种传承。”一
位市民告诉记者，在展会现场，热情
欢快的《竹竿舞》让不少市民主动参
与其中。

黎族姑娘从小就喜欢跳舞，能歌
善舞。“我从12岁就开始学习黎族的
歌舞，而且很喜欢。黎族姑娘跳舞总

是有那么一股子欢喜劲儿，我觉得是
其他演员演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对这
个舞蹈从心底里是喜欢的。”此次展
会舞蹈表演者朱庆美告诉记者。

按照黎族的传统，学习舞蹈的女
孩子从小就要学会黎族的织锦这门
手艺，从原材料的选取，到最后的成
衣都需要自己亲力完成。“光是我们

现在跳舞穿的桶裙，做出来最少需要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全是纯手工制
作。”朱庆美说。

在展会间歇，8位黎族姑娘的歌
舞表演展现了五指山市少数民族地
区的黎苗文化，部分成都市民对于黎
苗文化的浓厚兴趣也促进了两地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 （磊磊）

住在五指山
游在森林中

置身五指山，融入其淳朴的岁月中去，品味
悠闲恬静的生活，去体味温情坦诚的包容，去品
味忽然天成的生命源色。此次2016年海南五
指山市（成都）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产展示会的
举办，也为蓉城市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旅游特
色产品，其中，部分参展的房地产商还趁机推出
了购房游等活动。

本次展会吸引了众多成都市民的眼球，极
具民族特色的展会布置风格，再加上全球最大
单体建筑——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的极佳位
置，前来展会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在展会现
场从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工作人员处获悉，此
次成都的展会，在会场布置上也给旅游宣传留
了一个有利的位置。

据悉，此次展示会，现场的工作人员向前来
咨询旅游信息的成都市民介绍了五指山优越的
生态环境，147万亩的森林植被，五指山全境植
被覆盖率达到了86.44%，年日均气温约为22
摄氏度，最重要的就是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最
高时可达到50000个/平方厘米。“冬季的五指
山最美了，枫叶染红了四周的山坡，相信一定会
吸引大批游客，希望有时间的成都市民一定要
来看看。”据介绍，不仅仅是枫叶林，牙胡梯田四
季景色各异，黎族风情的村落，都是观光休闲、
净化心灵、品味乡土气息的好去处。

此外，在展会现场，记者还看到部分房地
产商打出了购房游的广告。“三天两晚看房团，
双飞游海南，只要是缴纳了定金的市民，报名
参加三天两晚看房团，我们包机票和食宿，包
吃包住包玩。没有成交的，我们只会从定金里
面扣除往返机票，其他免费。”一楼盘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磊磊）

特色黎族歌舞引蓉城市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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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的黎族歌舞引来蓉城市民关
注。 磊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