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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了攀附于景区身上的无效投资后，当能还原其清爽的本来面貌，从而降低景区
门票的价格。摆脱门票经济的困扰之后，才能真正形成一个成熟丰富、良性有序的旅游
市场，不至于陷入唯门票是举的低层次竞争无法自拔。

今日关键词 景区门票上涨今日评论

景区票价高涨源于过度包装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清明三天小长假将至,本是
踏青赏花出游季节,多地旅游景
区却“涨”声一片,针对景区票价
上涨过快的不合理现象,国家旅
游局透露,将评出“全国旅游价
格信得过景区”,全面实行一票
制,杜绝价格虚高。

清明假日期间，不少5A级
景区票价争相迈入“百元时代”，
使得公众感叹秀美河山成了“玩
不起的风景”。某门户网站上一
项调查显示，认为中国景区门票

“太贵了，门票支出已经严重影
响旅游热情”的网友高达89.2%。

公共假期的设置，原本为
公众出行提供了便利，然而，高
高在上的景区票价，却把越来
越多的人堵在了家中。无论景
区管理者搬出怎样冠冕堂皇的
借口，都无法掩盖靠山吃山的
利益冲动。数年前，一则“张家
界武陵源核心景区158元门票
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资源保
护的费用只有区区8元”的报道
备受关注，与此相对应的是，

“门票收入中要拿出47元支付
景区管理成本”，这则报道一举
踢爆了“景区管理成本”远超资
源保护费用的内幕，由此不免
使人望而生疑——景区门票究
竟是保护自然景观，还是保护
地方收益？

针对国内景区乱象，中国

旅游研究院区域部主任马晓龙
指出：“目前景区建设中，掺杂了
过多地方官员的虚荣心，以‘价
格高、规模大、名声响’为依据，是
错误的发展理念。”现实情况是，
错误的发展理念却在实践中不
断“发扬光大”，地方财政对门票
收入的过度依赖，是景区票价不
断上涨的一大“推手”。更加值
得警惕的是，地方财政依赖这只

“看不见的手”，大多在公众难以
觉察的情况下悄然助推门票涨
价。

时至今日，多数景区都交
由旅游公司管理，但无论挂靠
在谁的名下，上缴地方财政的
收入一分钱都不能少。究其原
因，相比激活文化娱乐、餐饮服
务等配套设施，拉长旅游经济链
条来说，坐地圈钱的门票经济实
在太过简单。无法复制的历史
自然资源，赋予了这些景区天然
的垄断地位，急欲以此发展地方
经济的政府部门将门票涨价当
成了不二法宝。于是，为了营造
涨价攻势，很多自然景区开始了
大兴土木的改造，由此也令公众
见识了太多荒诞不经的“创
意”——有多少青山绿水已然掩
映着观光电梯，又有多少秦砖汉
瓦早已替换成钢筋水泥……游
客在意的只是原始景观，然而景
区“过度包装”的成本却需要他

们来买单。于是，景区陷入了旅
游品种单一，进而大兴土木投
资，最终导致票价进一步上涨的
怪圈难以自拔。

由涨价带来的，是一种什
么样的旅游生态呢？人造景观
作为资本运作的产物，是一种
市场行为，公众也有很大的选
择空间。而自然景观则是公共
资源，既无需投入更多资金，且
其本身具有不可复制性，公众
根本无从“用脚投票”。综观国
内5A级景区，多是风景名胜等
自然景观，当资源垄断打扮成
市场运作的模样，公众哪里会
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免费
的西湖之所以成为孤例，恐非
其他景区管理者不知道拉长旅
游经济链条，而是企图鱼与熊
掌兼得、不愿放弃这唾手可得
的利益。

面对深陷门票经济的地方政
府，国家旅游局所做的不应只是
隔空喊话这么简单，是否该过问
下旅游景区的“过度包装”——剔
除了攀附于景区身上或为虚荣或
为政绩的无效投资后，当能还原
其清爽的本来面貌，从而降低景
区门票的价格。摆脱了门票经济
的困扰之后，才能真正形成一个
成熟丰富、良性有序的旅游市场，
不至于陷入唯门票是举的低层次
竞争无法自拔。

去年以来，北京市幼升小、
小升初教育改革赢得各方点赞：
堵住了“条子生”“共建生”，更多
普通家庭的孩子享受到了优质
教育资源。不过，为了进入这些
好学校，很多家庭购买高价学区
房。这几年房市起伏，学区房却
始终坚挺。一平方米学区房，动
辄十几万元。北京如此，其他大
中城市的许多家庭也面临同样
的烦恼。(据《人民日报》)

北京市幼升小、小升初教育
改革堵住了“条子生”“共建生”，
确实值得点赞。但是，很多家长
依然对政府安排的就近入学不
买账，继续热捧天价学区房，人
为制造新的“就近入学”，又让人
感到忧虑。当然，学区房动辄十
几万元一平方米，不是普通人家

买得起的，只能望名校兴叹。
其实，学区房之所以被炒出

天价，说到底，还是择校惹的
祸。由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严
重失衡，引发家长纷纷争抢名校
周边的学区房，把学区房价格捧
到高处不胜寒的地步。教育部
门禁止择校，但是由于学校布
局、就近入学范围与公众就学期
望值不一致，无法满足千千万万
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种隐
形择校并没有停止。

虽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例4%”的教育目
标已经实现，但是，用好教育投
入比实现教育投入目标本身更
重要。这不仅要加强教育经费
审计，避免教育投入经费跑冒滴

漏；也要防止教育经费为重点学
校锦上添花，不为薄弱学校雪中
送炭。如果说大学有重点非重
点之分的话，基础教育特别是义
务教育最不应有好坏之分。在
义务教育投入的问题上不仅不
能厚此薄彼，而且要对贫困地
区、薄弱学校倾斜，防止“名校更
强”、“弱校更弱”。

政府与教育部门要特别注
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把新增
义务教育投入向薄弱学校倾
斜，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大
规模投资薄弱学校建设，因为
名校基础本来就不错，投入名
校效果立竿见影，容易出政绩，
而薄弱学校投入欠账太多，见
效比较慢，这就形成了薄弱学
校门可罗雀、名校人满为患的
教育失衡局面。

由于教育评价机制单一与
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之间教师
的物质待遇与事业发展环境也
不一样。学校对优质师资多采
取保护措施，甚至到处挖师资。
造成师资流动困难，这也是合理
配置教育资源的一大壁垒。由
于校际差异，优质师资难以向薄
弱学校倾斜，形成了薄弱学校缺
生源，“名校独大”的局面。

对此，学校有私心，但政府
决不能有私心，听任教育失衡加
剧。而要在教育资源分配的问
题上一碗水端平。如果政府热
衷名校建设，忽略薄弱学校发
展；教育失衡局面会愈演愈烈，
天价学区房会层出不穷。

学区房坚挺再现教育失衡硬伤
□叶祝颐 文 刘军 图

“多用京籍劳动者”歧视外来人员

□戴先任 文 焦海洋 图

4月3日上午，北京市召开
2015年就业工作座谈会，市人
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
军在座谈会上介绍，为促进实
现北京市“以业控人”的人口调
控目标，北京市今年将研究制
定政策，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
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
(据《新京报》)

2014 年，北京全市常住
人口已经达到 2151.6 万，相关
方面希望在2020年，将北京市
的常住人口控制在 2300 万人
左右。出台政策鼓励用人单位
更多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
业，势必造成外来务工人员的
竞争劣势，他们只能离开北京，
另谋出路，这样就能达到控制
北京人口规模的目的。

首先，这对外来人员是一
种很大的不公。人人应有平等
的就业权，出台政策鼓励用人
单位优先招收本地人就业，外
来人员就如同沦为了城市里的
二等公民。他们本来在北京住
的是胶囊房，医疗、教育等各方

面权利就没能得到很好保障，
现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权
利，这公平吗？

这对在京用人单位也并非
好事。本地就业者会缺乏奋斗
动力，反正本地户籍是金字招
牌，不愁不好找工作，只招本地
人不看能力，会滋生本地人的
骄气，甚至可能招来一批庸人、
懒人，影响公司的竞争力。

北京本地人凭借出租房
屋，或是土地征收，往往生活无
忧，对就业并不是刚需，更多吸
纳当地人就业，也是一种“劫贫
济富”，实无必要。

多吸纳本地人就业，这其
实就是一种户籍歧视，只是披
上了控制人口的外衣。北京人
口难以控制，去往北京的外地
人众多，是因为北京垄断了太
多的资源，大到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具体到南水北调等工
程。北京的富有，很大程度上
也是挤占了外地的资源而来，
怎么能只吸聚外地资源，却排
斥外地人呢?况且外地人拥有
宪法赋予的公民迁徙自由的权
利呢！

□刘鹏

家住南京秦淮区长白街的
徐小姐，因被陌生号码骚扰有点
抓狂。5天内，她的手机上出现
了几千个陌生人来电，有时一夜
就有1600个。“一接就挂，打回
去是空号，朋友打我电话，总是
被告知占线。”对此，南京市公安
局治安巡逻支队安警官向她建
议，可以升级或下载功能更好的
过滤软件进行拦截。此外，如果
徐小姐手边有两个手机，可以将
此手机关机一段时间，只要置之
不理，对方不久也许就会罢手
了。（据《现代快报》）

乍一看，南京这位安警官
给徐小姐出的主意，也是没有办
法的办法。但仔细一分析，期待

“对方罢手”这样的建议，还是难
免让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

一者，无论是从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角度，还是相关网络信
息法规以及刑法的角度看，骚扰
电话都有可能构成违法。对一
夜接到1600个骚扰电话的手机
用户，严重干扰了公民的生活，
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很有必要
查获和惩罚骚扰者，而只给报警

人出“下载过滤软件”“关机”“置
之不理”等主意，期待“对方罢
手”，明显有不负责任的意味。

二者，如果报警人徐小姐
依照警官的建议而行，但最终对
方还是不“罢手”，又该如何？警
方和法律又岂能向打骚扰电话
的不法行为低头？

对于个人来说，一夜1600
个骚扰电话，足以让人崩溃。而
且个人的力量也很难防范类似
的骚扰。但对通信运营商、对
网络通信管理部门，对公安部
门等来说，通过技术手段查清
骚扰电话的来源，并非难事。
而且查清楚了之后，是误会的
就得解除误会，是违法的就必
须追究违法者责任，是相关“呼
死你”等网络软件助长违法的，
更该加强约束与规范。

打骚扰电话是侵犯个人通
信权的恶劣行为，严重的，可能
构成违法甚至犯罪，其背后同时
还隐藏着相关通信与网络管理
漏洞，这些，显然都是需要相关
部门和警方给予重视和解决。
因此，面对一夜1600个骚扰电
话，警方切莫轻而视之，更莫寄
希望于“对方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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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1600个骚扰电话
警方只能让“对方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