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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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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春节回家过年，是大家永
恒 不 变 的 旋 律 。 2019 年 春
节，老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悬挂各地车牌的车辆扎堆农
村，不少村子都出现堵车现
象，有的农村俨然一个大的
“停车场”。这个春节，让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感到眼前
一亮的是，许多在外打拼的村
民都开车返回家乡创业，有的
做起了生意，有的当起了老
板，还有的办起了小厂。他们
纷纷表示，外地打拼辛苦，在
家门口照样能赚钱。
（详见今
日本报 AⅠ·08、
09 版）
在《2019 年河南省政府工
作报告》中，省长陈润儿对过
去一年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其
中提到：
“ 返乡下乡创业新增
23 万 人 、带 动 就 业 223 万 人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8.7%，高于城镇
0.9 个百分点。”热热闹闹的农

村过年新气象，不失为这组数
据最生动的注释——返乡创
业蔚然成风，越来越多悬挂着
外地车牌的车辆，早已不是逢
年过节的匆匆过客，而是安营
扎寨成为走亲访友的常态；农
村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最直
观的表现莫过于干净整洁的
村容村貌，以及焕然一新的村
居院落。
春节期间，一位阔别家乡
已久的同事回乡过年。站在
大哥的农家院外，他按捺不
住兴奋拍摄了一组照片，引
起了众多同事一片惊呼：这
哪里是记忆中的农家院，分
明就是一片富丽堂皇的别墅
区。这位同事也由衷地感
叹：兄弟姐妹好几个，没想到
居住环境最宽敞的，却是在
家乡务农的大哥。拜万能的
朋友圈所赐，农村过年新气
象一次次令人感到惊叹，丰
富多彩的年俗活动之外，拥
堵的道路和崭新的村落，
更能

引起关注和转发。
曾几何时，不少人都忧心
忡忡于失落的乡村，当故乡逐
渐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便只剩
下“乡愁”一种味道。如今，人
们惊喜地发现，记忆中的故乡
不仅触手可及，而且已经完成
了惊艳的嬗变。这一切，都是
源于视角的变化。古往今来
的文学作品中，思乡是一大永
恒主题，因为故乡有我们割舍
不断的万千情感。人一离开
乡土，就成了没有根的兰花，
漂泊的浮萍，随风四散的蒲公
英。遥望故乡，不由陡升“已
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
遮 ”之 憾 ，乡 愁 随 之 氤 氲 发
酵。重新回到故乡的怀抱，以
当事人而不是匆匆过客的身
份去打量其中的一切，更能够
真切地感受到割舍不断的情
感，以及那份按捺不住的惊喜
——故乡从未离开，只是我们
曾经走得太远。
中国人的乡土情怀，源于

数千年薪火相传的农耕文明，
这种国民属性在中原大地表
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 孔雀东
南飞，五里一徘徊”因为故土
难舍，
“倦鸟恋故林，池鱼思故
渊”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当
年外出打拼是为了更好发展
的话，当故乡展现出同样的活
力与潜力之后，那些外出的游
子自然会纷纷用脚投票回归
故乡的怀抱。营商环境在持
续改善，新兴产业发展在提
速，家门口就业正在成为看得
见的繁荣景象，这样的新年新
气象，怎能不令人为之怦然心
动？
农村堵车现象不断增
多，这固然是农村居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的写照，同时
也不失为对农村地区公共管
理的提醒：随着返乡创业的
人和车越来越多，有必要尽
快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管
理体系，这也是引凤还巢的
一项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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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任

偿。所以，春节消费加收“服务
费”，也在情理之中。从报道中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
可以看到，
有的商家对加收的
吃顿饭……春节期间，很多人
服务费进行明码标价，如在
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
广西北海涠洲岛，有一家“网
费，可能要加收一定的服务
红”海鲜餐厅，菜单上就显示
费。涨价固然意味着消费者要
由于春节因素，每道菜需要
多掏银子，也会令部分人感到
加 收 5 元 服 务 费 。对 于 这 种
“肉痛”。不过，针对这种“明码 “明码标价”的涨价，反倒收
标价”式的涨价，不少人表现
获广大消费者的好感，很多
出了理解和宽容。(详见今日
游客排起长队等待就餐。从
本报 AⅠ·15 版)
中可见消费者并非反对春节
春节期间，
对于商家来说， 消费加收“服务费”，只要是
劳动力成本、材料成本等各方
明码标价，只要是合理收费，
面的成本上涨，提供服务的商
就能赢得消费者的好感与青
家在春节期间仍不休息，适当
睐，而在春节期间适当涨价，
涨点价也是对他们的必要补
消费者也能理解。

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商
费”
，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但涨价
家在加收
“服务费”
时进行胡乱
要明码标价，也要处于合理区
加价的现象，如有春节期间出
间，
“春节消费服务费”
，
不能成
游的游客反映，
在春节期间，
在
为商家乱涨价的借口，而要能
一些城市的火车站、
飞机场，
仍 “合法存在”
。
同时，
更要打击乱
有不少黑车徘徊，对外地游客
收费、
不明码标价、
哄抬物价等
报出动辄两三百元的价格。有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
的商家表面看上去不涨价，实
为。春节假期即将结束，
“春节
际上却缺斤少两坑消费者;有
价”
也要尽快回归正常价位，
不
的商家不明码标价，让消费者
能出现
“能上不能下”
的现象。
不能明白消费;一些商家春节
对此，需要继续加强政府
期间乱涨价甚至哄抬物价的现
监管力量，
规范市场秩序，
保护
象较为常见。
如还远没到春节， 好消费者与商家的正当权益，
一些商家就纷纷涨价，而春节
让不管是春节期间还是其他日
已经结束，
“春节价”却又迟迟
子，
消费者与商家都能
“各归其
难以回归正常价位。
位”
，
这样才能实现消费者与商
春节涨价、
春节加收
“服务
家的共赢。

河粉儿热评

堵在走亲戚的路上：
农村出现堵车情况，村里成了“国家级”停车场
春节期间，
全国多地网友纷纷吐槽：
在外务工、做生意的人大都开车回家过年，
村里几乎家家都买了轿车。伴随着过年返乡大
军回家，
平日拥堵、
喧闹的城市上演
“空城计”
，
农村却变得
“车如流水马如龙”
，
上演起
“肠梗阻”
的戏码，
一堵几个小时的情况屡见不
鲜，
村里更是停满全国各地的车。有网友称：
“希望驾驶员们在农村也可以遵守交通规则。
”
（详见今日本报 AⅠ·08、
09 版）
@雨雪霏霏：
究其主要原因，
是人口季节性回流。
越来越多的家庭购入汽车代步，
乡村自有车辆急剧增加，
农村道路的负荷陡
然倍增，
造成交通拥堵。
另一方面，
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
不能适应汽车急速增加的需要。
目前村道大多是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做了路面硬化，
宽度不够,道路曲折;乡村道路几乎没有红绿灯，
道路秩序不好,没有专业人员疏导，
容易引发堵车现象。
节假日期间农村道路的拥堵，
折射出来的是城镇化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短腿。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要与时俱进地改善农
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
倡导文明出行，
及时补上短板，
解决农村堵车问题，
让出行更畅通、
更安全。
@天使心塞：
看到农村堵车这个场面，
不由让人感叹
“农民确实富了”
。物质富裕之后追求更好的生活享受是人之常情，
农民
也不例外。
但有些村民买车的出发点不在于
“改善生活品质”
，
而是为了
“面子”
。
随着社会的发展，
车这种商品额外附带的
“身份、
财富”
等属性会越来越弱化，
作为交通工具的本性逐渐得到还原。但今天许
多农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
刚刚尝到富裕起来后的甜头，
扩大甚至强调了汽车额外的属性，
间接地扭曲了财富观、
价值观。
在大力发展、
建设新农村的今天，
这也算是一种病，
虽不重，
但是还需及时治疗。药方也不复杂，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引导
农民正确的财富观，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这不复杂的药方却需要相关部门扑下身子，
下大力气，
用农民听得懂的语
言去说，
去做。
（大河客户端实习编辑 张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