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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 张成林

登高望远倍思亲，尊老爱老美德
传！重阳节当天，在报纸上、在广播
中、在网络上、在朋友圈里，迅速刮起
了一股股浓郁的尊老爱老之风。重阳
节里话桑麻，作为特定的节日，重阳节
承载着我们长者为尊的优秀传统，提
醒着我们尊老敬老的责任义务。也正
因此，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应只是遥隔
千里口头上的叹息，常回家看看，也不
应只是单纯节日里应景式的呼唤。尊
老爱老，是大德，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不分亲疏，只是尊老爱老的形式，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尤其是在老
龄化渐显、道德约束渐松的当下，尊老
爱老有着新的内涵，已不仅仅是单纯
个体所能负担，而成为关联甚大的社
会话题，需要整个社会合力而为。

节日前后，人们常问的是：你有多
久没有回家陪老人了？这是一个让人
鼻头发酸的问题。就在前几天，国庆
假期，长达7天，可是，假期虽长，又有
多少人回家看看，恐怕更多的是与爱
人、与恋人、与朋友游山玩水。然而，
仔细观察，携家中老人一同出游的还
真大有人在，只是，笔者发现，带老人
出游者多为城市家庭，而农村老人却
鲜有发现。这其中多多少少透露着尊
老爱老的无奈。城市里交通方便，出
行成本较低，可是对农村而言，单单往

返交通费已是一笔不薄的支出，再加
上路上花费、旅游支出，恐怕没有多少
农村老人能够轻言出游。既然出游不
便，常回家看看或许总该可以吧？然
而，每次回家，家中老人首先问起的，
便是——“有没有报销，不报就别回来
了，划不来。”公司不批不报，工作、生
存压力大，往返不便……爱老亲情在
诸多无奈中被逐渐稀释。

常回家看看，只是孝老敬老的一个
方面，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成
为尊老敬老的集中体现。如何提供舒
适且有尊严的养老服务，成为个体、社
会和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当前二孩政策已经全面放
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的
变化，传统养儿防老的朴素愿望已经越

来越不合时宜。也正是意识到这一变
化，从政府到社会，开始大力提倡不拘
一格的养老形式，买房养老、居家养老、
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凡此种种，成为人
们解决养老难题的重要依赖。这是一种
好现象、好趋势，说明养老已不仅仅局限
于单个个体，而成为社会的共同责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爱老不
仅仅限于自家老人，对待身边老人的
态度，同样折射着我们的文明程度。
可是，近年来，有关身边老人的负面新
闻却频频发生，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兄
弟相争置老人于不顾、老人乘公交被
卷在车轮下、老人被各种保健品营销
忽悠……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已远
远超出了个人之力，必须着眼于整个
社会环境的改善，例如，社会文明水平

的提高、社会诚信机制的建立、社会保
障制度的完善，等等。

在老龄化日渐加剧的当下，尊老
爱老，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性话题，也
越来越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守护。
作为养生福地、度假天堂，海南与老年
人有着更为深厚的关联，对尊老爱老
也有着更为深沉的期盼。让老人安享
晚年，是社会的共识，也是我们的共同
心愿，新时期完成这一心愿，既需要每
一个个体打心眼里竖起尊老爱老之
心，又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合
力，营造出更为完善的尊老爱老的环
境。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
有各方齐心协力，将尊老爱老的传统
根植于每一个角落，才能让老人充分
展示出最美的夕阳红。

尊老爱老是社会共同责任

锐评

走红的主播都能在屏幕上吹拉弹
唱或搔首弄姿？错！为了“吸粉”，有人
会干出疯狂的事。日前，重庆大足区一
名29岁小伙子为了让直播更火，冒险
去捅马蜂窝。（10月9日《重庆晚报》）

网络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热衷
于“网红”。而这位小伙子，为了当“网
红”，也是蛮拼的，并且计划着做个捅
马蜂窝的直播剧，第一集直播捅马蜂
窝，第二集直播吃蜂蛹。可悲的是，第
一集尚未直播完，就遭遇了蜂蜇惨
剧。自己遭罪不说，想靠此吸粉吸睛
吸钱的计划，也随之破灭，在重症监护
室里更已经花费了上万元。

想当“网红”的心情可以理解，但
是要走正途。靠恶搞，靠突发奇想的
奇葩之举，诸如直播喝辣椒油等，纵使
能够获得些许人气，但也是难以保留
粉丝们长久的追捧。更何况这是在拿
自己的健康做赌注。更有甚者，直播
违法违规内容，践踏法律无底线，又有
何价值可言？

在全民直播时代，直播不仅仅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在成为一些人生
存和获取收入的重要手段。虽说要做
好“主播”这份职业，仅靠“颜值”远远
不够，但也不能靠“恶搞”之举立于不
败之地。一味地恶搞、出奇出新，看似
是一种“娱乐”精神，实则推崇的是一
种“无聊”精神。

任何一种娱乐方式，都应在法律的
框架内行事，不能违背社会伦理及道
德，更不能侵害社会大多数的权益。作
为一种娱乐方式，直播更应如此。应该
传播什么、传递什么，对直播者而言，心
里应该清楚，更应该坚守底线。不能因
直播门槛低，为了自己的名与利，就肆
意而为、不择手段。须知，行之无度，受
到伤害的毕竟还是自己。

网络中有一句流行语——不作
死就不会死。的确，“网红”皆可为
之，但并不是靠拼“作死”的节奏来斩
获。无论是为了出名还是得利，传递
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最重要；反之，
网络的世界里必然是乌七杂八，毫无
秩序可言。事实上，一个“网红”，爆
红一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红。即便
如此，“一瞬间”的“网红”，也应该是
正义与正能量的化身。

“网红”直播应守好底线
黄金周盘点
要算好“得失账”

“十一”黄金周结束了，各地开始
对接待的旅游人数、门票收入、零售和
餐饮销售额度等进行盘点。黄金周盘
点要具有一定的“得失意识”，算好“得
失账”，而不能只算产出，不算成本。

一要算清环境账。黄金周一到，处
处人潮涌动，各种机动车辆集中出行，
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旅
游人数的剧增、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
使得节日几乎成为环境的“劫日”。我
们在盘点黄金周赚了多少钱时，不应该
忘了算算在生态环境上有多少亏欠。

二要算清文明账。从目前媒体的
报道来看，不文明现象虽然比往年有
所减少，但仍旧是今年黄金周的一个
短板，游客乱扔垃圾、乱刻乱画现象仍
很普遍，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要算清交通账。当大量私家车涌
入一个旅游城市或者景区景点，而这些地
方的道路交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时，由此
带来的混乱可想而知。交通拥堵已经成
为游客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这笔交通
账，自然也应该好好算一算。 （苑广阔）

据报道，一些地方“一日游”乱
象颇多，例如，西安一“一日游”项目
所去景点中的秦陵地宫、世界八大
奇迹馆基本上都是蜡像制品和仿制
品，仿制品粗糙低劣，还存在标注错
误问题。此外，与鸿门宴景区捆绑
销售的项王营，还存在免费赠送鸿
门锦囊、解签、诱导烧香的套路，一
支香售价99元。

“十一”七天长假，游客呈井喷
式增长，这对旅游创收本是一大利
好，但一些不良商家却瞄准势头，极
尽忽悠之能事，大赚昧心钱。部分

景点圈地为景，粗制滥造，漫天要
价，一些旅行社广揽客源，任意安排
景点，口惠而实不至。殊不知，旅游
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产业，靠的是品
质，赚的是回头客，倘若不思优化品
质、提升服务，只一味做“一锤子买
卖”，到头来，只能是毁了自身形象，
招致游客唾骂。这正是：

假期长，旅游忙，
一日游里藏伎俩；
承诺好，服务少，
搬起石头砸己脚。

（图/王铎 文/张成林）

“黑旅游”自砸招牌

户籍不应成
网约车准入门槛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8日密集出台的网
约车新政征求意见稿，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经
过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公众讨论的热点很多，但
北京、上海为网约车设置的户籍门槛，成为一大
热议焦点。

当前，全国各地正按照中央要求加速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在改革居住证制度、取消农村户口、降
低落户门槛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改革进行到目
前，像北京、上海等一线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却甚
少放松迹象，这些城市的户口依旧是很多人梦寐以
求却难以企及的，也是人们心中的痛点所在。

在一些地方决策者看来，网约车新政把户
籍设置成准入门槛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与房
屋、车辆、学校等不同，网约车具有天然的互联
网属性，提供的是一种分享服务，并不需要多大
的公共资源占用和支出，不应和前者使用相同
的方式管理。

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中国当前
分享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网约车被赋予
了多重意义。网约车的出现，一方面大大缓解
了城市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打破了传统
出租车行业打车难、服务差的局面，让人们多了
一种出行选择，另一方面帮助很多人找到了谋
生的途径，成为很多普通家庭增加收入的一个
渠道，让他们看到了靠自己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和融入城市的希望。

实际上，网约车新政之所以成为舆论热议的
话题，不仅是因为关系到包括相关决策者在内的
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还因为其对于全国其他城市
未来制定出台政策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制定和出台网约车新政，考验的并不单单
是这一项制度本身，还有政府部门能否尽快从
传统的治理模式中走出来，适应移动互联时代
对政府治理提出的新要求，最大限度地听取民
意、集中民智和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真正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的智慧和水平。

应该看到，北上广深出台的网约车新政作
为征求意见稿，给利益相关方提供了讨论和发
表意见的机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关部门有
必要俯下身子认真收取民意，以出台网约车新政
为契机创新政府管理思路，让最终出台的政策既
符合百姓的要求，又经得起历史检验。 （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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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农家小楼在青山映衬下格
外醒目，富美乡村建设让琼中湾岭镇
大边村焕然一新。49栋框架结构的
新房整齐地排列着，房屋外立面呈统
一的鹅黄色外衣，加之独具韵味的仿
古庭廊、湿地花园，营造出一种乡村
梦幻田园风韵，农民搬进新居，喜上
眉梢。

和平镇堑对村北队3栋是堑对
村民郑妍的家，房顶上灵动的甘工鸟
造型引人注目。郑妍说：“在危房改
造之前，我们家住的是瓦房，现在，谁
到我家门口都说房子漂亮，景色好。”
这里是万泉河的河头，8、9月份涨水
时，门前的绿地就会变成一条蜿蜒流
淌的河，“春夏的草原、秋冬的海”是

堑对村即将打造的乡村旅游景观。
走进什运乡便文村委会，记者看

到各村危房改造中为突出房屋的黎族
苗族传统文化特色，房屋墙面上都描
绘出大力神等图腾和黎族文化符号图
案，每栋屋顶和房檐上也都有牛角屹
立。便文村委会党支部书记王明坚说

“大力神是能保护黎族人民免受怪兽

蛇鬼欺负的黎族神，牛角是保护黎族
人民免受外来灾害的图案标志。”

无论是统一的鹅黄色外漆，还是
甘工鸟、大力神、牛角、波浪纹等黎苗
特色图腾，琼中将这些元素融入危房
改造中，用生动的符号、鲜艳的色彩、
生态的装画，来表达时尚，创新的理
念。

探索民房建管新模式 助建贫困山区新农村

琼中加强风貌管控打造特色村寨

海南省村镇建筑
是体现海南国际旅游
岛热带岛屿特色风貌
的直接载体，也是国际
旅游岛特色城乡风貌
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
重要内容，贯穿国际旅
游岛建设的始终。

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自开展农村脱贫
攻坚危房改造工作以
来，加强对危房改造房
屋的风貌管控，按照
“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的原则，制定房屋外立
面改造方案，将黎族苗
族文化装饰，民族图腾
元素融入外立面改造
中，形成“一村一策，一
村一景，一村一韵”的
特色村寨景观。

琼中县委书记孙
喆说，琼中农村危房改
造坚持规划引领，加强
风貌管控，注重村庄肌
理、整体风貌和单体建
筑的设计，塑造了具有
黎族苗族文化特色的
全域景区新风貌。

为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建设风貌
管控，琼中住建局制定印发统一建筑
风貌图，提高补助标准，引导农民科
学建设，充分结合美丽乡村、富美乡
村等建设理念，打造出一批具有黎苗
特色风貌的村庄。

2016 年起进行农村危房改造

的农户必须按统一样式进行改
造，琼中县住建局要求各乡镇，以
自然村为单位确定统一立面改
造，明确每个自然村今后农房建设
建筑立面和建设标准，与县建筑设
计室签订协作协议，委托其按各个
自然村选定的改造立面样式完善

施工图纸，无偿提供给各个建房
户。

琼中在危房改造项目建设模式
上，以扶贫项目为支撑，关注焦点、突
出重点、抓好亮点。“对现未动工的乡
村房屋，我们将提前做好政策解释工
作，引导贫困户按照新的设计方案进

行改造，对在建的房屋，及时叫停外
立面粘贴瓷砖等改造方式，对已建好
的，适当在屋顶、线条中、外墙等添加
黎苗装饰，确保改造后的农房呈现民
族特色。”琼中住建局副局长王建华
表示。

（文/宫贝 申易 秦海灵）

“一村一景、一村一韵”打造黎苗特色建筑风格

“规划先行、科学建设”引导农民建设幸福家园

琼中加强风貌管控，注重村庄肌理、整体风貌和单体建筑的设计，塑造了具有黎族苗族文化特色的全域景区新风貌。 袁才 朱德权 摄

和平镇堑对村整齐划一的民居。 袁才 朱德权 摄

湾岭镇大边村村民新居颇具田园风韵。 朱德权 摄

什运乡便文村村民的新居。 袁才 朱德权 摄

极具民族特色的民居屋顶。 朱德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