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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近日，一条刷爆南京人

朋友圈的“南京早高峰禁刷

老年卡”的消息最终被证实

为误传，可见公众对老年人

早高峰免费乘公交的负面

印象之深。 不过，北京市推

行了两年多的“北京通—养

老助残卡”形成的数亿条大

数据显示，老年人免费乘坐

公交车不仅未对年轻人通

勤高峰产生压力，反而有效

补充了通勤低谷期的公交

运力 （《北京青年报》

6

月

2

日）。

北京市养老助残卡推

行以来形成的大数据显示：

老年人刷卡量仅占全市上

车刷卡总量的

10%

左右，老

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高

峰时间为每天的

9

点

30

分

至

10

点

30

分之间，非工作

日的乘车高峰为

10

点到

11

点。 可见，老年人的出行

并没有增加交通的负担，而

且其出行高峰正好错开了

早高峰时段。统计数据显然

与一直以来年轻人对“老年

人抢公交”的感觉有很大出

入，无疑是对社会之于老年

人早高峰免费乘公交负面

印象的理性澄清。

数据统计是基于出行

时段分布规律得出的结论，

并不表明老年人早高峰乘

公交的零星个案不存在，只

不过，并非老年人公交出行

的普遍现象。这也恰恰说明

老年人总体是理性的，并没

有一窝蜂同年轻人去“抢”。

显然，一个“抢”字潜含的逻

辑是老年人行为的非合理

性，折射出年轻群体的傲慢

与偏见。

事实上，就乘坐公交来

说，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权利

是平等的 ， 没有谁优先之

说。只是在社会资源供给紧

张的语境下，才会衍生出分

配先后顺序的矛盾，进而有

了轻重比较的区别。反过来

讲，埋怨老年人“抢公交”，

又何尝不是年轻群体在“抢

公交”？ 但舆论往往都会倾

向于支持年轻人。 这是因

为，在很多人看来 ，老年人

都是闲人，不再创造社会价

值，有意无意将老年人视为

社会资源的“占用者”。事实

上， 一些人将老年人打上

“抢” 的烙印远不止于乘公

交，还有广场舞 、体育健身

活动，“抢场地”、“抢道路”、

“抢公园”之类的，同样屡受

争议。

其实 ， 应当理性地看

到， 创造社会价值的多寡，

并不是决定权利大小的尺

度。 恰恰相反，老年人往往

因为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社

会地位处于边缘化，成了弱

者，更需要得到其他群体心

理上的包容与尊重，这是社

会优待老年人的文明要义

所在 。 这样的误解必须消

除，要知道，老年人是过去

时代的贡献者，今天的年轻

人便是他们的接力者，应当

积极看待他们，理解与包容

他们。

至于 “抢 ”背后折射出

资源供需矛盾，更需要公共

管理层面加大投入，增加供

给，实施精细化管理，优化

供给结构和效率，减少对社

会心理的影响。 此外，有能

力的老年人也不妨积极参

与社会生活， 老有所为，释

放更多正能量，体现更大的

社会价值，赢得更充分的社

会尊重。

◎

房清江 公务员

从减负的角度推动带

薪休假的落实，重点就是要

减少那些影响正常休假的

形式主义之累。除了领导要

带头执行休假规定，更要纠

偏畸形的加班文化和绩效

观。 如把“五加二，白加黑”

直接与奉献画等号，或者将

休假等同于消极怠工，这些

都易滋生形式主义；而不加

甄别，动辄将不休假、“连续

作战” 当作典型来加以推

崇，也会对休假制度产生消

解作用。

———新京报 ：《基层干

部休假质量，也是减负衡量

指标》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面

对汹涌而来的海量信息，

“善解人意” 的算法可以随

时精准抓取信息，帮助人们

在泛滥的信息中滤掉自己

不感兴趣的内容，提高获取

信息的效率和舒适度……

不过……如果总是被

自己喜欢看到的信息填满，

我们是否还有时间和精力

去看那些不那么“好看”但

却对自己有用的信息？长此

以往，我们是否会成长为一

个“信息偏食”者？ 无疑，长

期“信息偏食”，将会使我们

在无意识中缩窄自己的眼

界。

———人民日报 ：《勿做

“信息偏食”者》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具

有不确定性， 单边主义、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

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正常的

国际经贸活动受到负面干

扰。 中国此时宣布建立“不

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是对

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社会公

共利益和企业合法权益的

外国企业的有力震慑———

某些国家不要希望一边捞

取好处，一边又损害中国利

益和全球产业链。 建立“不

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也是

对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保护

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有力反

制，在加强中国法治化营商

环境的同时，将对稳定国际

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青年报 ：《建

立“不可靠实体清单 ”是依

法维权》

◎

木木 辑

“老年人抢坐公交”假象不能止于数据澄清

白

话广州

识“换妆”嘅花

俗话讲 ， 一样米养百样

人 ，广州作为花城 ，亦可以话

“ 一个城养百样花”，并且每样

都有自己嘅特点。 譬如最近开

嘅木芙蓉，一日之间会变三种

颜色 ，就好似玩变脸 ，又好似

贪靓换妆嘅小姑娘咁。

新闻话，呢排正系木芙蓉

盛开嘅时间。 广州好多地方都

可以睇到呢种花，包括流花湖

公园、晓港公园、华南植物园、

海珠涌等。 呢种花，长得有啲

似牡丹 ， 又似好多蝴蝶嘅翅

膀，一起摆成圆盘状咁。 最得

意嘅系 ，佢仲识得变色 ，一日

可以变三下， 颜色由浅变深。

晨早雪白，到咗中午就换成浅

红色，挨晚又变做深红色。 原

来，佢嘅花瓣含有一种叫花青

素嘅嘢 ，太阳光照射下 ，花青

素就会令成朵花换上另一种

颜色 。 佢又恍如饮醉咗美酒

咁 ，阳光一照就红卜卜 ，所以

街坊又帮佢起咗个好诗意嘅

花名，叫“ 三醉芙蓉”。

话时话， 其实只要留意，

你会发现，身边仲有好多花使

得“ 变”。 譬如广州常见嘅四叶

草花， 日头会开得十分灿烂，

到咗太阳落山，佢哋就将花瓣

“ 收埋”，就好似一个怕羞嘅大

姑娘咁。点解呢？书本就话，咁

样可以保护嘅花朵，包括将露

水隔开 ，保持干燥 ，方便蜜蜂

授粉，仲可以唔俾夜晚嘅飞蛾

埋来。 我喺郊区仲见到有啲花

草 ，到咗挨晚 ，连叶都会收起

身 。 睇来 ，呢啲花 ，唔单只贪

靓，仲好醒目。

◎

闻歌 媒体人

市

民论坛

打击恶意霸座者

处罚或有必要升级

动车组列车上又见嚣张霸

座者。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中

引起热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

在广深动车组上一人占三座 ，

还叫嚣让列车员“滚蛋”。对此，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表示，事件发生于

5

月

27

日广

州至深圳的一趟动车上， 当事

旅客后经列车工作人员现场劝

导， 在列车到达深圳站前已向

列车工作人员道歉。

在评论这起事件之前 ，不

妨先看看此前几起霸座事件的

处理结果。去年

8

月份，孙某在

济南开往北京的高铁上霸座 ，

被曝光后， 孙某发布视频公开

向当事人道歉， 最后被处治安

罚款

200

元， 并被记入铁路征

信体系， 在一定期限内限制乘

坐火车。去年

9

月份，周某在永

州开往深圳北的列车上霸座 ，

被处治安罚款

200

元， 并被记

入铁路征信体系， 限制其

180

天无法购买火车票。大体上，但

凡霸座事件发生， 一定期限内

限乘几乎是标配处罚。

回到此次事件上来， 人们

有理由怀疑当事男子存在主观

恶意。这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时

代， 热门信息会通过手机屏幕

呈爆炸式的推送。 霸座事件三

番五次发生，早已是人尽皆知，

霸座的后果也是如此。 这种背

景下，霸座事件仍时有发生，显

然不能归咎于不知后果的信息

不对称。

这到底是有些人主观故意

要通过这种姿势进入舆论视

野 ，还是对 “治安处罚

+

限乘 ”

不以为然呢？ 此前几起霸座事

件，当事人都被处以治安罚款，

并在一定期限内限乘， 即便如

此， 多数网友还是认为处罚偏

轻。抛开处罚轻重不谈，仅就限

乘来看， 也会给当事人出行带

来一定期限内的制约， 遑论还

有征信体系中的污点很难消

除， 又有多少人能对这种处罚

不以为然呢？所以，后续的霸座

事件更让人怀疑当事者的动

机。

去年

7

月， 国家发改委等

八部门下发 《关于在一定期限

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

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意见》。去年

12

月《广东省铁

路安全管理条例》实施，规定铁

路运输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铁路

旅客信用信息管理制度， 对扰

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及违反铁

路运输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失

信行为进行记录， 推送全国和

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有关

部门和铁路方面依法对失信行

为实施联合惩戒。由此来看，霸

座等恶劣行为， 早已引起决策

层面的重视， 并给出了明确的

惩戒方案。

道歉当然不会是霸座者事

后自我救赎的解药。 因为这种

行为涉嫌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

法》和地方法规，也是相关针对

性政策所不允许的。 对于恶意

霸座者，征信黑名单、限乘等处

罚，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可能

会给炒作者以可乘之机。甚至，

鉴于处罚已有多起先例仍屡屡

出现明知故犯者， 相关处罚措

施或有必要升级， 重点是要让

恶意炒作者得不偿失。

◎

燕农 大学教师

热

点观察

新

华时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中

国有世界遗产

53

项、总数

位居世界第二，是名副其

实的世界遗产大国 。 然

而，这个“总数世界第二”

和 “世界遗产大国 ”的盛

名之下，我们对这些遗产

所进行的保护仍有不足

之处。

世界遗产是列入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的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的自然区域和文化

遗存。 中国是一个有九百

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煌

煌五千多年历史的泱泱

大国，世界遗产位居世界

前列是正常的，甚至是必

然的。 对此，我们可以满

怀自豪 ， 但不可沾沾自

喜。 说到底，这笔遗产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

宝贵财富，我们的责任是

把它保护好、 管理好，尽

可能完好地交给子孙后

代。

然而 ， 在一些地方 ，

申报世界遗产的最大动

力往往来自经济指标的

强烈驱动。 有数据显示 ，

世界遗产是国内外游客

首选旅游目的地。 各遗产

地通过开展适当的旅游

展示活动， 拉动了住宿、

餐饮、交通、土特产加工、

手工艺制作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 仅

2018

年，各遗

产地就为地方带来直接

旅游收入

143.75

亿元。

这样的情景眼下颇为

多见：旅游景点熙熙攘攘

人满为患，脱离原生境存

在的“民间文化”只是专为

游客的表演项目，自然保

护区被以探险和科考为

名的“高端旅游”项目侵蚀

干扰……“世界遗产”往往

是旅游景区的一块金字招

牌。 如果是重旅游开发、

轻保护遗产，这样的优异

“成绩”又何足挂齿？

一次次曾被遗产大会

亮黄牌警告的事实说明 ，

“适度”二字仍是考验主管

部门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

的一把标尺。 如何真正树

立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绝不是停留在文件

和石碑上的口号， 要能够

有决心、有勇气、有办法对

过 度 消 费 世 界 遗 产 说

“不”。

事实上， 一处文物古

迹或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

产后， 更应以只争朝夕和

加倍珍惜的精神状态去保

护。 不要让大自然和祖先

留下的珍品遭受破坏，给

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历史

的记忆， 让他们也能感受

欣赏同一片山水， 这才是

遗产保护的真正意义所

在。

◎

董峻 新华社记者

对世界遗产不能重申请轻保护

雨季虽然包含一种

美， 但持续时间长了 ，会

埋下隐患 ， 比如地质灾

害。 昨日凌晨，“阳春泥石

流冲垮工棚致

6

人被埋”

（新华社

6

月

2

日）， 令人

揪心。 我们在期待救援创

造奇迹的同时，也有必要

再次提醒： 雨天出行 ，要

远离危险地段。 自然灾害

面前，最好的“保护伞”便

是自己。

“保护伞” 本是一个

好词，但由于被大量涉黑

涉恶分子所利用，导致该

词充满了负面意味 。 你

看，“广东严查黑恶‘保护

伞 ’ 大力立案查处

2442

人 ” （《广 州 日 报 》

6

月

2

日）。 新闻传递的信息是

积极的，毕竟，少一个黑恶

“保护伞”， 老百姓就多一

份安心与安全。 当然，四

五个月的时间立案查处

两千余人，表明成绩斐然，

但也意味着扫黑除恶的任

务艰巨。

说到成绩，“出征国际

技能大赛，广州工匠斩获

3

金

1

银 ”（《羊城晚报 》

6

月

2

日），也值得称道。 不

得不说，这是职业技能教

育的又一次成果展示。 相

信，这对于更多学子选择

技能工作岗位，具有良好

的引导作用。

应该说，“广东家政企

业拟向‘员工制’转型，可

获补贴社保费”（金羊网

6

月

2

日），对行业发展具有

良好的引导作用 。 现行

“中介制” 最大的弊病就

是， 企业与从业者是 “合

作”关系，企业为了利润最

大化，往往是大量招人却

不愿花成本对从业者进

行培训、管理和必要的把

关，导致不少素质低下的

从业人员混迹其中 。 而

“员工制”的最大好处是，

企业与从业者有雇佣关

系，企业必须对员工的素

质与能力负责，经过严格

筛选与培训的从业者，既

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基本保

障， 也是整个行业良性发

展的必要条件。

网络技术大发展的时

代，素质低下、违法乱纪，

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走到

哪里都可能原形毕露。 你

看，“宁波男子应聘辅警时

当场被抓， 原来是深圳警

方的追逃人员”（大洋网

6

月

1

日）。 据报道，该男子

曾在一家涉嫌诈骗的公司

工作，后辞职回老家。赋闲

数月后， 看到当地派出所

招聘，于是去应聘，结果，

民警查了一下身份证，他

就露出了原形。

◎

王川 教师

“员工制”有助家政服务做大做强

点

击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