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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秩序、乱丢垃圾、大声喧哗、乱刻乱画……国人旅游陋习再引网友反思——

文明大考不及格 谁更需“补课”？
□本报记者 亢 楠

“今晨，很多朋友发微信说，夜里是被郑州的空气给
呛醒了！出门看看天，雾霾围城，呼吸不畅，空气中烧秸
秆的味道弥漫其中。年年如此年年烧，有关部门却束手
无策，如何对得起郑州全国园林城市的称号？”10 月 8 日，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大河寒江雪”反映称，十一长假
后随着秋收接近尾声，城市周边再现秸秆焚烧，不光对空
气造成污染，还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安全，许多网友大
呼感同身受。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琮琮”：今天早上 6点多，我就
被呛醒了，赶紧起来关上窗户，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了，屋子
里面全都是秸秆焚烧的味道，太难闻了。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苏果”：秸秆一烧，半夜它飘
着飘着就进城了。上午，郑州市城区多个空气监测点的数
值已经爆表，雾霾模式开启，大家快把口罩拿出来吧，空气
净化器也该启用了。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zhang小伟”：我十一假期回
山西老家，7 日开车从山西往新乡获嘉走，一进入河南境
内，蓝天白云立刻变得灰蒙蒙的。虽然很多地方醒目的立
着“禁止焚烧秸秆”的标语牌，但我还是看到了多处焚烧场
景。秸秆焚烧年年治理，关键还是
秸秆的出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片刻
永恒”：2014 年的第一批霾，比以往
时候来得更早一些。老天遮住了
我的眼，我开始有些怀念幼时透彻
的蓝天。空气中满满的都是烧秸
秆的味道，职能部门今年是不是能
够早些行动，不要再让整个冬天都
看不到蓝天了。

你被焚烧秸秆味呛醒了吗？

宜阳县阳光水岸拖欠工钱未付
大河网网友“三个”：我们是宜阳县阳光水岸四期的

20 个农民工，2012 年赵某承包该工地一个标段，我们在
此干活，2013 年 11 月完工。当时，工地方承诺年底付清
工钱共计 38 万元，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钱。我们
多次向承包方河南涧桥建筑集团公司讨要未果，向法院
起诉赵某，他也无力支付工钱，因为标段方说建筑公司
没给钱。

律师点评：《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国银律师
事务所孟长莉点评称，根据网友的描述及提供的证据显
示，该网友只能以承包方河南涧桥建筑集团公司为用人单
位来主张劳动报酬，而不是赵某，因为该分包合同不具有
法律效力，赵某个人不具有承包工程的资格，所以，只能向
承包方河南涧桥建筑集团公司主张权利。

黄金周，一场专属于中国人
的文明大考，从各方报道来看，
似乎这次又“考砸了”。各种不
文明行为都被贴上了“中国式”
的标签，成为网友口诛笔伐的对
象。对此笔者认为“考生”成绩
差，虽然大部分责任在自身“修
为”不够，但“老师”和“考场负责
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老师”的相关部门，不
注重日常教学，增强“考生”的文
明意识，却选择在“考砸”后对“考

生”大加指责。作为“考场负责
人”的旅游景点更是责无旁贷，不
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让本能容下
30 人的“考场”涌进数百人，这还
如何要求“考纪严明”？有没有想
过，游客们随地扔垃圾，是因为垃
圾桶太少或是没人清理？

这些被“逼”出来的不文明行
为，恰恰暴露出基础建设的缺失、日
常教育的不足。该“补课”的不仅仅
是游客，还应该有相关部门和旅游
景点。（大河网网友：国产珊瑚虫）

“黄金周里聚集在泰山看日
出的游客们吃泡面、喝矿泉水、
嗑瓜子、嚼口香糖甚至抽烟，留
下的是一个‘垃圾小高峰’。当
环卫工人试着劝阻时，甚至有游
客认为，如果不扔垃圾，环卫工
就失业了。”10 月 6 日，一名网友
在从泰山旅游归来后这样写道。

黄金周虽然已经过去，但网
友们对文明旅游的思考才刚刚
开始，旅行中的粗俗无礼行为，
已 然 成 为 令 国 人 汗 颜 的 顽 疾 。
据大河网报道，在国外的公共场
所，特地用中文书写的“请不要
大声说话”、“请排队”等字样比
比皆是，即便如此，中国游客却
还是视而不见。“到此一游”则成
为“外国网友最熟悉的汉字”，更
是“中国式旅游”的代表作。在
国内，“某地某天垃圾达到多少
吨、人均乱扔垃圾多少”的数字
早已让人麻木。网友们在批判
国人旅游陋习的同时提出疑问
——究竟是谁造就了“中国式旅
游”，是文明意识不足的游客还
是服务设施跟不上的景点？黄
金周，这次文明“大考”的失利，
谁更需要“补课”？

@所以爱她：在湖北武汉的宜家，众
多市民前来购物和参观，卖场里面混乱
不堪。有市民甚至让孩子在垃圾桶内小
便，我想问，去个厕所有这么难吗？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李小贤”：其
实也不能都怪游客，有些景区厕所不但
难找，而且没人打扫。垃圾桶更是堆得
满满的，这样的情况，你让游客怎么“文
明如厕”、“垃圾入箱”？

@景色依然Sy：假期出国玩，在一

家餐厅洗手间的墙上赫然用中文写着
“一张纸足够了”，这简直是小说桥段的
翻版啊。看完这段文字，我还是习惯性
的连抽两张纸，看来已经养成的陋习改
都不好改啊！

大河网网友“功耗 0的打工仔”：一
些景点只管收钱，根本不考虑景区的接
待能力。在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接
待游客，这样的景区还有什么资格指责
游客不文明？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悸动的阿
信”：为 什 么 会 有 如 此 多 的 不 文 明 行
为？难道国人素质都这么低下吗？我
看不是，“法不责众”的心理才是拉低文
明底线的罪魁祸首。

大河网网友“绝代商骄”：人们总是
习惯于把自己融入大环境。经常在做
某件违背道德的事情前，都会看看周围
人怎么做，殊不知，正是这样才造就了
国人形象的集体下滑。

@鸡蛋挑骨头：不守秩序、乱丢垃
圾、大声喧哗、随手乱刻乱画，这是国人
旅游的四大痼疾，也是中国文明之痛。
即便是教育了，甚至采取一些法治手
段，但收效甚微，值得所有人深思。

@郑在Happy：从“中国式过马路”
到“中国式旅游”，国人正在用自己的行
为损害着国家文明的形象。法虽不责
众，但因为各种陋习所带来的影响，却
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法不责众”的心理拉低国人文明底线

是谁造就了“中国式旅游”？

10月8日，河南省旅游局有关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倡导
文明旅游，旅游局开展“文明旅
游、你我同行”主题活动，活动对象
是“旅游企业、旅游从业人员和广
大旅游者”，旅游企业的重点是旅

行社、旅游景区、旅游星级饭店，从
业人员的重点是导游员、领队和景
区讲解员。对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者
的文明旅游引导工作，通过在全社会
树立健康旅游、文明旅游的理念，为
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做出贡献。

开展“文明旅游、你我同行”主题活动

河南省文明办联合大河网发出倡议

不文明暴露基建的缺失

新乡市京华园景区，游人随意践踏草坪。 网友供图

据大河网 10 月 6 日报道，南通一小伙骑
车经过某超市门口时，看到一骑电瓶车的六
旬男子在途中摔倒。他急忙将老人送去了附
近医院。然而，伤者儿子赶到后，拦着不让他
走，还要求他出钱给伤者治病。交警调查证
实老人是自己摔倒的，还了小伙清白。

在国庆假期间看到该消息，着实让人堵
得慌。试想，若不是小伙“不服”，该事还真可
能导致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小伙扶老
人遭索赔，不啻为黑色幽默。

扶老问题，一直成为困扰国人的难题。
如今，“扶不扶老人”的命题，像多米诺骨牌一
样持续困扰着国人，“扶老恐惧症”则如幽灵
般跳将出来成为一个“魔咒”干扰公众，就连
卫生部也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
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原本很简单的“见到
老人就帮扶”的话题，怎么就成了问题？

扶老，本来是道德层面的事，如今越来越
涉及法律层面。可以肯定的是，“讹人”的被
扶老人以及要求索赔的老人家属越多，传递
出来的负能量就越多，社会风气就越容易被
搅浑。这种“恶”，远远超过“不扶”本身。一
个又一个好心扶老却被索赔的案例，就像一
把把尖刀刺到社会肌体内。正视他们并寻找
好的突破路径，是当务之急。要知道，任何社
会风气，都是由人人构建的，同时反哺给人人
——今天你“扶老人恐惧”了，明天别人扶你
可能也会恐惧。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路人们在“想帮”与
“不敢帮”之间的思想挣扎，绝不能仅用“道德
滑坡”简单概括，更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路
人，毕竟在依法治国的社会，要想唤醒冷漠路
人伸手的勇气，必须依靠法律之手，如建立助
人者免责制度、讹诈者追究制度、见义勇为者
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等。如是看，老人和家属
索赔扶老小伙，为社会提供了又一个负面范
本，值得深思。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扶老人遭索赔是黑色幽默
□姜春康

吐槽：为了取出卡片连车门都拆了
大河网网友“庐山风雨”：太讨厌了，我的车在

去年就出现过窗户关不上的情况。到了 4S店一检
查才知道，原来是掉进车门里面几张小卡片，结果
弄得连车门都拆了。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卡片，却带
来这么大的麻烦！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九哥”：我就在郑州市林
科路和经三路口停车吃个饭，不到 2 个小时的时
间，车窗就被塞了 5张卡片，太猖狂了。

大河网网友“如一果1988”：小卡片还好，多留心
也就罢了，那种直接插在车门把手的卡片更让人讨厌！

质疑：谁来管管这些违规广告？
大河网网友“NoteBooker”：这些广告不但发

放方式“野蛮”，而且内容大多也是违法的，比如“代
开发票”，很多都是假发票，就算是开个真的，也涉
及偷税漏税，为啥就没人管呢？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张一帆”：我开始还不明
白为啥发卡片的带个口罩，看看内容才幡然醒悟，这
些人做得都是违法的“勾当”，什么私家侦探、无抵押
贷款、代开发票，太可恶了，有关部门快来管管吧！

大河网网友“虎妞DH”：这些违规甚至是违法
的广告四处散播，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些
事都是合情合理的，简直就是毁三观。

建议：多部门联合打击违规小广告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尚好的青春”：其实太好

整治了，上面总有公司名称或是联系电话吧？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有违法行为的就交给警察叔叔，看
他们还敢这么明目张胆不。

大河网网友“张小桶”：这样的“狗皮膏药”很难

根治，须得“杀一儆百”才行，抓住一个就严肃处理，
违法成本高了，自然就不会有人做了。相关部门应
该重视起来，千万不要因为事儿太小就置之不理。

大河网网友“金兵甲”：应该多部门联合起来专
项打击。涉及开发票的，就让税务去查，涉及放贷
的就给银监会，要是涉及私家侦探、讨债的，就交给
警察吧！我就不相信治不住。
记者调查

不开车窗根本取不出
这些小卡片掉进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车主又

该如何处理呢？10 月 8 日，记者为此探访郑州市花
园路上的某汽车 4S 店。据店里的工作人员介绍，
小卡片掉进车窗缝隙，会导致车窗升降不正常，如
果不及时取出，可能会损坏升降器。而且如果卡片
长期存在于门板内部，腐烂后会堵塞排水口，不但
会损坏车门内的电子元件，也会腐蚀车内的铁皮。

“最多的一次，在车门里取出了 38张卡片，都是
玻璃关不上了才想到来修，经过技术人员判断后，就
只能拆车门，这过程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而且还得
收费。”该工作人员说，近年来，因为小卡片掉入车窗
缝隙而造成的故障非常多。毛病虽然不大，但却很
费事，除了拆卸车门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记者连线

现有法规无法进行管理
10 月 8 日，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法制科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这类小
广告的管理，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中没有具体规定，省内目前也没有出台具体管
理办法。因此，行政机关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无
法对其进行处罚。

被塞小卡片，开窗掉进去，想取要拆门，这事儿你遇到过吗？

这样的“野蛮”广告该管管了
□本报记者 亢 楠 张 磊

点击事实：当你正在等红灯，
突然有人冲过来把小卡片塞进车
窗夹缝，这事儿你遇到过吗？10
月 6 日，网友“一生叹惜 99”在大
河论坛上发帖吐槽街头卡片广告
称，郑州市中州大道与北环路交叉
口，有人专门在车辆等红灯时散发
广告，如果你车窗紧闭，他就把小
卡片直接塞进车窗夹缝，此时你要
是想开窗把卡片拿下来，卡片就会
顺着玻璃缝隙滑落到车门里面，
取都取不出来。该帖引发不少网
友对街头“野蛮”广告的热议。

停在路边的车辆不一会儿
就被插满了小卡片。

网友供图

□本报记者 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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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县香樟苑居民私接临时用电
大河网网友“长江之水”：固始县黄河路西段香樟苑二

期西 300 米，远洋汽修厂后面有六七排单门独院的房屋。
很多居民从东边的临时用电线路往自家接线，从而导致院
内电线凌乱，由此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

主持人语：据了解，临时用电是指基建工地、农田基本
建设、农村养殖业和非正常年景的新增抗旱、排涝用电及
其他需要在电力部门立户表计之外，新接电源的用电时间
一般不超过 1 年。居民不能私自拉接临时用电，如果网友
反映问题属实，应尽快与当地电业部门反映，对院内线路
进行整修，以免出现事故。

大河网网友“hago”：郑州市农科路小学的门口两侧及
对面，白天和晚上都停满了私家车。学生上下学时，人车
混行，非常危险。家长也多次反映给有关部门，但是都没
见有人前来查处或管理。

律师点评：《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国基律师
事务所宋聃点评称，各位学生家长对子女关怀备至、百般
呵护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为了让孩子尽快成长，尽
快实现独立，建议开车接送孩子的家长们能够按照交警部
门和学校的要求，把孩子送到指定位置就及时离开，不要
长时间停留，这样，既能实现孩子安全入学的目的，又能缓
解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最终在方便自己的同时，也为其
他人提供了方便。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郑州小学门口乱停车 网友盼治理

旅游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一项发现美、欣赏美、享
受美和创造美的活动，是社会文
明的重要体现。人们在旅游活动
中的一言一行，直接体现公民文
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进一
步在全省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舆
论氛围，创建文明和谐的旅游环
境，展示文明河南的良好旅游形
象，省文明办与大河网联合向广
大网民发出以下倡议：

一、从自身做起，提高文明旅
游素质。每位网民都应从自身做
起，守公德，讲礼仪。认真学习

《旅游法》和文明礼仪，严格遵守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
切实掌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
动指南》。自觉做到文明游览，安
全出行，摒弃不良习惯，注意言谈
举止;守秩序、讲卫生、爱护环境
和公共设施，尊重旅游目的地的

文化习俗，争做文明和友谊的传
播者。二、以身作则，做好文明宣
传引导。旅游从业者要以身作则，
积极教育引导游客文明出游。各
旅行社和所有领队、导游，要率先
践行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颁布
的《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
约》、《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
南》等相关条例，用自身的文明言
行带动游客;规范经营，恪守职业道
德，引导游客文明旅游的职责，做
好说明、提醒和引导工作，及时劝
阻游客不文明行为。三、共同努
力，营造良好环境。文明和谐的旅
游环境需要社会各方面一起努力，
共同经营。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
共创文明、共树新风。要褒扬先进
典型，批评不文明行为。

让我们携起手来，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提升旅
游文明素质，展示文明河南风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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