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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节开“碳花”生态文明绽芳蕊

谋天下图

言论微微

4 月 11 日，陕西省宜川
县，宜川中学上演了1700余
名考生整齐有序地在操场上
考试这一幕。考生们在宜川
中学操场上聚精会神地答着
题，在考试期间，因为光照的
原因，考生们还跟着广播的统
一指挥改变座位的方向。据
了解，这次室外考试是该校首
次尝试，考场从布置到考试都
是学生自己组织的。

如此声势浩大的操场考
试，真是看“醉了”不少人。其
实，对于看惯了在室外考试的
人们来讲，对此已经见惯不怪
了。但这次排列整齐，人数众
多的操场考试，是学生自己组
织的，不知道搬这些桌椅板
凳，将其整齐划一耗费了他们

多少精力和时间。校方想通
过拉大学生间距的方式杜绝
作弊，这可以理解，但这不能
建立在“折腾”学生的基础
上。室外考试，很多学生难集
中注意力不说，强烈的光照对
学生而言也是一种伤害，考试
期间根据光照，广播统一改变
座位方向，想想这么具有“画
面感”的一幕，想必很多人会
哭笑不得。总体来讲，操场考
试折射出教室资源不达标的
现实，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
教室的人均面积、课桌的前后
距离都是有数的，即便校方面
临现实的无奈，至少应做到别
因校方的“错误”来“惩罚”学
生在室外考试。

谢松波 文 图片来自网络

操场露天考试

□赵红信

日前，洛阳中州中路沿线多
处公交站牌出现盛有零钱的塑
料瓶，里面放着一元硬币或纸
币，为乘车没零钱的市民救急。
（4月10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出现在公交站牌附近的“爱
心零钱瓶”，叫人充满期待，又满
是担心。因为，这些零钱缓解了
公共服务的不足，让手里没零钱
的市民能够顺利乘车。市民对
此也释放了最大的善意，“爱心
零钱瓶”里的钱不少反多，人们
经受住了爱心考验。令人担心
之处在于，“爱心零钱瓶”能坚持
多久。石家庄、漳州、泰安等地
也曾出现过公交“零钱瓶”，可最
后零钱被人拿走了，爱心如昙花
一般只是短暂的美丽。

志愿者关心身边的小事，并
用爱心去弥补生活中的不足，比

如兑零不方便，能让很多市民感
到便利。显然，“爱心零钱瓶”应
当遍地开花，这样才能把一点一
滴的爱心资源，合理地配置到城
市的角角落落。正因为我们对

“爱心零钱瓶”期待很高，所以必
须从现代公益角度去审视、去发
现它的不足，并尽力弥补，这样
才能让它真正星火燎原。

首先，“爱心零钱瓶”不能考
验市民公德，应当有序运行。现
在，“爱心零钱瓶”挂在那里，没
有人盯着，市民拿多拿少和回馈
多少，全靠自觉。可人非圣贤，
总有经不起考验的，一旦有人起
了贼心，“零钱瓶”的命运就前途
未卜了。如果增加监督措施，运
行成本恐怕要远超瓶子里的零
钱，那就本末倒置了。因此说，
公益活动需要遵循一定之规，要

节约运行成本，又要避免爱心被
浪费。

其次，天下没有免费的公
益，得到回馈的“零钱瓶”才能继
续生存。这就要求，市民愿意并
且放心地往“零钱瓶”放零钱，可
一个简陋的瓶子很难叫人放心，
爱心循环不起来。我觉得，志愿
者可以与公交公司、银行、商店
合作，在公交站牌附近安装“兑
零机器”，市民可以刷身份证暂
借零钱，也可以将大面额的钞票
兑换成零钱。或者，在公交车里
增加新的付款方式，“刷手机”就
能乘车。

我们乐见“爱心零钱瓶”的
出现，愿意从细微之处改善日常
生活。正因如此，及早将“爱心
零钱瓶”升级为现代公益，才能
让爱心发挥更大的作用。

“爱心零钱瓶”需升级为现代公益

近日，武汉的何女士上班
时间因顺口跟同事说了一句地
方话，被公司罚款50元。其公
司规定，上班时间只能讲普通
话，原因是：统一普通话便于接
待客户，也有助于公司团队建
设和凝聚力。您怎么看？职场
统一普通话，是否必要？

一片光明在眼前：推广普
通话确实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拓
展，也有利于现代人们之间的
交流，但是像这样硬性的规定
未免有点不近人情，公司的凝

聚力靠的不仅是人人都说普通
话，更靠的是公司人性化的管
理。所以说公司的任何规定都
必须考虑员工的实际利益和员
工的接受度。只有真正处处为
员工着想的公司才是员工热爱
的公司！

一笑清风2011：企业有权
利根据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只要不与国家法规相对员
工就应遵守，有违反就该处
罚。这件事我看根本无需讨
论，何况普通话是国家大力推
行的。

白领上班讲方言被罚50元

近日，广东连南县一所小
学出台新规：学生上学想骑
车，必须年满12周岁→家长
签字同意→通过交规等知识
的笔试→最后“路考”→通过
后学校颁发准骑证。学校称，
都是为了学生的安全，不少家
长也支持。但质疑者认为此
举于法无据。

生活不是买卖：正所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学校要求
学生考“驾照”并颁发准骑证，
确实于法无据，难以服众。只
是，学校为学生安全的出发点
值得肯定。既然学校“私自”
发“驾照”不行，相关部门能否
出来，给学校一个权力呢？

欧阳云飞：交规要学，技能
要考，发准骑证就免了吧，因为
于法无据，毕竟学校不是法外
之地。

小学生骑自行车得有“驾照”

陈祥 整理

4月9日，洛阳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发布《关于景区最大承载
量的公告》（下称《公告》），对全
市48家景区的日承载量和瞬时
承载量予以公示，其中包括38
家A级景区，10家主要牡丹观
赏园和牡丹文化节景点。《公告》
显示，龙门石窟景区的日承载量
为7.9万人，瞬时承载量为9630
人，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日承载量
12万人，瞬时承载量为5万人。
（4月10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每逢节假日，新闻报道中总
会出现这样的字眼：某某景区一
票难求、西湖断桥“只见人不见
桥”，在游客“扎堆”旅游的当下，
一些景区超载运行已是不争的
事实。景区超载带来的负面效
应显而易见，其一，游客扎堆可
能引起踩踏等旅游安全问题；其
二，景区超载运行会对景区的自
然环境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影

响,不利于景区可持续发展；其
三，“人山人海”的旅游环境势必
会造成旅游服务缩水，降低游客
的旅游体验。在这样的背景下，
洛阳市旅发委核定并公布洛阳
48家景区的最大承载量，并采取
必要的限客措施很有必要。

事实上，实行“景区最大承
载量”的景区早已有之，很多博
物馆和免费景区早已实施，然而
收费景区却很少有实施的，原因
很明显，就是商业利益。“门票经
济”让这些景区“欲罢不能”，采
取“景区最大承载量”无疑是让
景区“自断臂膀”，这是这些景区
不愿看到的，而且很多地方长期
以来将“接待量”视为景区重要
的考核标准，在“门票经济”和

“领导要求”的“双重标准”下，景
区往往只能追求游客多多益
善。然而景区和地方政府需要
认清的是，景区超载运行其实是

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不好的
旅游体验只能让游客渐行渐远，
此次洛阳版“景区最大承载量”
公布对景区而言既是约束又是
机会，景区要做的不应该是消极
对待而是“断臂求生”。

“景区最大承载量”在实施
过程也面临多重疑问：其一，对
于受利益驱动的景区而言，如何
做到景区内客流量信息真实、透
明、可靠？其二，洛阳要求所有
景区达到最大承载量的 80%就
停止售票，谁来监管？其三，由
于旅游信息不对称，景区能否做
到提前畅通发布信息，避免外地
游客在景区门外的漫长滞留？

对“景区最大承载量”进行
测算和公布无疑迈出了意义深
远的一步，如何将“景区最大承
载量”落到实处才能最大程度释
放出政策善意，这倒逼着旅游管
理部门切实做好监管和服务。

□陈祥

□陈怀瑜

4月 10日，第33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通过洛阳两
个企业“买单”，由河北承德一碳
汇造林项目“吸收”，北京环境交
易所为这两家企业颁发了碳交
易证书。（4月13日《大河报》洛
阳新闻）

年年花相似，今岁更有不
同处，比如今年牡丹文化节开
幕的“碳中和”，就是盛开于牡
丹节上的又一朵奇花，它让一
个生态文明气息的牡丹节，从
洛阳袅袅地向世人走来。洛阳
牡丹文化节不仅要秉承花开春
满园的自然美和文化美，还要
走在先进环保理念的前头，通
过洛阳首次“碳交易”，向市民
传递“碳中和”理念。

在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的
三十余年间，污染也如影随形，

“边发展、边污染；边污染，边治
理”的恶性循环老路，早已无以

为继，建设生态文明成了人们的
渴望和目标。入围“中欧低碳生
态综合试点城市”的洛阳，以世
人瞩目的牡丹节为契机，开本市

“碳交易”之先河，其对环境保
护、宣传城市形象、造福群众健
康、推动洛阳生态文明，都具有
标杆性的引导作用。

当然，这毕竟只是施之于短
暂的牡丹节，且只有两家企业在
洛阳吃上“碳中和”的第一只螃
蟹；洛阳企业目前还只能去购买
异地的“碳汇林”，如何让这种生
态红利的附加值留在牡丹的“家
乡”，应是当地应有之追求。需
从牡丹节盛开之“碳”花为起点，
让更多的经济组织了解、涉足和
深入到“碳排放交易”理念与体
系中来。

首先，不仅要有更多企业
增强社会责任感，为生态文明
积极奉献，如主动付出，购买

“碳汇”，以造林、风能等置换碳

排放权；同时，政府及企业要逐
步形成常规的“碳排放交易”市
场与体系，全面、合理分配碳排
放配额——不足者要购买配
额，而节省出配额者，则可出售
配额，从中获得收益，以形成

“优良分摊法则”，即在控制排
碳总量基础上，以不加重环境
恶化为前提，将排碳权作为商
品，进行买卖——这也正符合

“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
益”的市场原则。当碳排放权
只有上限，没有下限时，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企业，自然而然就
会主动追求减排目标了。

显然，让“碳中和”盛开牡丹
节的生态文明创新之举，为洛阳
致力于打造低碳城市鸣响了“第
一枪”，但如何引导所有企业形
成低碳理念，并付之行动，让洛
阳“碳中和”之花芳香四溢，显然
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布景区最大承载量只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