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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17年的“微改变”
微信圈

天冷骑车切忌“反穿衣”

“公务的士”是公开献媚

大河网评

深圳6平方米“鸽笼房”每平均价15万闪电售罄，网友热议——

高房价扼杀梦想 怀念家乡的小院

□大河网记者 朱丽文

近日，江苏一女子“反穿衣”骑电动车被后方电动
车撞倒后头部着地，抢救无效死亡。交警介绍，事发
时骑车女子因反穿了一件厚外套，手脚受到阻碍，无
法快速有效控制车辆导致头部着地，这是其死亡的主
要原因。天气变冷，给骑电动车出行的人们带来了很
多不便，为了防御寒冷的天气，个别电动车一族纷纷
用“反穿衣”的方式来应对。此消息经焦点网谈官方
微信转发后，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热议。

有网友认为，“反穿衣”虽然不安全，可是大街上
反穿衣骑车的人大都平安无事。网友“梅子小青茶”
说，“反穿衣”没什么啊，天气这么冷，反穿衣服最避
寒，况且我都反穿衣这么多年了，也没发生啥事儿
啊，关键是自己骑车要多加小心。网友“baby康”表
示，说“反穿衣”骑车危险的人都是有车一族吧，他们
在车里那么暖和，根本不能体会我们这些骑着电动
车忍受风吹雨淋的感受。网友“阿贤hitori”说，其实
与反穿衣服没多少关系，正穿衣被后面的车撞到也会
倒吧。

也有网友认为，“反穿衣”骑车很危险，双手受限，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网友“浅浅”说，反穿衣服容易
导致车辆操作灵活性降低，万一摔跤，在需要做出反
应的几秒时间内，手臂伸不直，必然影响自我防护的
本能。加之速度较快，一旦倒地后果不堪设想。可以
买个头盔，围上围巾，戴上棉手套，穿得暖和些。网友

“Julia就是个美女”表示，“反穿衣”是很危险的，大家
在保暖出门的时候，也要考虑下自己的人身安全。尽
量不要反穿衣服骑电动自行车，在保护自己的同时，
避免伤害到他人。

这不，大河网记者9月26日就从微博上看到了郑
州交巡警的提醒：“反穿衣”骑车很危险，天冷要及时
添加衣服，不要“反穿衣”。

□孙伟

日前，有媒体报道，“为保障公车改革工作，合理

有效配置公车资源，福州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将推出公务用车定制服务及公务员家庭用车定制服

务。”这个服务称为“公务的士”，“乘车人员须出示公

务员证件方可搭车”“因私出行的公务员可享八折优

惠”……这一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和质疑。（9月 26日
《人民日报》）

“公务员享八折优惠”条款，是企业开拓市场的促

销方式；“为公务员家庭用车提供服务”，也是为了扩

大客户量的一种宣传方式。似乎看起来无可厚非，就

像有些车企推行的公务员购车补贴，为何两种方式，

“公务员的士”却能引来如此的众议？关键就在于“公

务的士”推出方是国有公交车公司，更令人感到不忿

的是市民们天天出行的公交车，凭啥就能够给公务员

打八折？这不是献媚是什么？

福州市发改委车改办负责人 25 日表示，“公务的

士”是企业自身设计的方案，完全属于市场行为，政府

没有参与，对于“公务的士”，福州市没有给予任何投

入与补贴，也没有签署任何合作协议。车改部门当然

应该面对群众关注去表态，给了公务员用车补贴，怎

能再去补贴什么“公务的士”，但请不要忘记，公交车

是需要运行成本的，尤其是国有运营的公交车公司，

在尝试运行的过程中，首先要精密运行成本，既然是

以盈利为目的市场行为，又何必单单为公务员打八

折，这些折损的费用谁来付？

改革的本质就是撇去曾经的公务员隐形特权，让

公务真正的阳光运行。国有资产企业公然为公务员

着想，扯出“公务的士”这个大旗，还为公务员们打八

折，做成公务员专供，这样怎能利于公务车改？国企

提供公务用车服务，无可厚非，但打着“坚持社会化、

市场化方向”旗号，就应该真正做好这一领域的头羊

工作，别让其他车企运行单位觉得厚此薄彼。要在公

开、公平竞争的同时，平息这种公众质疑，更要制定如

何普惠民众通行的新政策、新方式，要在市民出行便

捷、实惠上多下功夫，让公务员和民众出行无差别，让

市场新举措同民意形成良性共鸣，才能取得改革的认

可和成功。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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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十一”黄金周要来了，很多人正在或已
经谋划好旅游出行事宜，万人空巷的景观闭
着眼也可以想像得到。不管你持什么看法，

“十一”黄金周从2000年开始，17年来影响
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人们的旅游、消费观
念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此，大河网记者采访了一些网友和专
家，试图从人们出行方式的变化、旅游观念的
转变和“互联网+旅游”的深度融合等方面，来
追寻时代变迁的脚步。

旅游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十一有7天长假，很多网友说，如果不趁
着长假出去玩玩，多少会有些遗憾。而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出行方式越来
越多样化。

在大河网网友“狐狸糊涂”的记忆中，超
慢的“绿皮车”时代早已过去，每逢十一，他
都会和家人一起，自驾出游，最疯狂的一次
是在2014年自驾游到青海。为了时间上充
足，他把十一和年假一起休了。

河南人富了，坐飞机出游也不是什么稀
罕事。2015年，网友“杨小客”就和家人一
起，从郑州乘飞机到海南旅游，到当地又租
车自驾，好不潇洒。“8天时间花了两万多元
吧，父母辛苦一辈子，老婆照顾孩子平时也
很累，带他们出去玩玩是应该的，咱也住住
景观房，来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前些天，郑徐高铁的开通运营，进一步
强化了郑州的交通枢纽地位，从慢车到快
车，由动车到高铁，河南人的出行方式就像
奥林匹克的格言一样：更快更高更强。“郑徐
高铁开通，从上海回到咱河南才花了4个小
时，太快了。”在上海交大任教的禹卫华老师
是河南人，9月21日回到老家河南时他高兴
地说，回家方便就意味着出行方便，河南的
发展就像一列高速前进的高铁。对于很多
人来说，借助汽车、火车和邮轮等发达的公
共交通工具出游也是不错的选择。

转变观念，任性旅游不墨迹

外出旅行，以前被戏称为白天看庙晚上
睡觉，旅游生活单调。现在，这种老套墨迹
的出行方式早就落伍了，或许只是临时起
意，很多人就已经出发在路上。

37岁的徐女士是淇县人，受一些生活琐
事困扰，今年9月初她驱车到外地玩了几天，
沿途风景让她心中阴霾尽扫。郑州一旅行
社的负责人王先生说，前些年的十一忙得脚
不粘地，属于明显的旅游旺季，而近年来十
一接团数量明显减少，这跟大家的出行更加
理性，出行方式更加多样化，旅游形态更多
不无关系。

大河网网友“老辛”说：“现在的旅游集观
光、采风、摄影、健身为一体，游人原来单纯地

关注风景，现在同时关注当地的风土人情、历
史变迁、地理知识等，而且大家更注重分享，
很多人会用手机拍照，发到微信朋友圈，把美
好风光传送给更多的人。我前段时间去新疆
喀纳斯，就较为详细地了解了图瓦人的发展
过程和生活变迁，以前在卫星图片上看到福
海县西南有两处黑色的水域，一直感到非常
神秘，专门绕行此处，实地看到了广阔的乌伦
古湖，就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数据显示，国家为刺激内需设置的“十
一”黄金周，实行17年来，确实带动了消费，
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旅游热情，人们的观念不
断改变，旅游不再局限在某个时间段，不再
扎堆前往知名景区，非热门旅游目的地升
温，省内周边短途游持续发烧。

“很多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也是这样想的，趁着年轻，多转转，多看
看，挣了钱，咱也出去乐和乐和。”网友“杨小
客”说，他已经办好了出国旅游的签证，准备
年底的时候，去看看外国的月亮。

“互联网+旅游”的深度融合

轻点手机屏幕，景区门票、车票和酒店
等已经预订好，随着“互联网+旅游”的深度
融合，人们的旅游变得简单。网友“狐狸糊
涂”说，近年来，热爱旅游的他下载了很多旅
游和户外APP软件，包括大河网的眼遇客户
端，“手机在手，旅游中的一切都不愁，这可

不是吹的”。
围绕着“互联网+旅游”，河南多地和各

景区积极地进行了融入。以洛阳龙门为例，
在2015年 7月，“互联网+龙门”一期项目上
线，当年9月底，游客到龙门石窟游览，交通、
餐饮、住宿、购物、讲解均可实现微信支付，
成为全国首个可以全部微信支付的智慧景
区。数据显示，当年 10月 1日到 6日，龙门
石窟景区微信购买门票达34999单，占总购
票人数的20%还多。

另外，根据一项网络调查，近年来外出
旅游的人，有近半人群会选择在网上或手机
APP上安排出行事宜，“互联网+”已慢慢地
与人们的旅游生活融合在一起，微信、支付
宝和京东等手机软件，随时让旅游变得简单
而快乐。

市场供给丰富，旅游期待更多

9月 26日，大河网记者采访了郑州工程
技术学院管理学院院长郭琰教授，她表示，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传统的旅游方式和旅
游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映了人
们现在更加注重个性和自由，选择范围和自
主能动性越来越强，从原来的跟团游到自助
游，大家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安排出行和住

宿，不再受团队时间、线路等的影响和约束，
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不再千篇一律。

郭琰认为，这也反映了整个旅游市场的
供给更加丰富，人们旅游可供选择的余地多
了，吃、住、玩的选择越来越多，由于旅游市
场的成熟，人们的消费期待越来越多，更加
感性。

“十一期间，消费比较集中，成为一种刚
性需求，很多人集中到知名景区旅游，带来
了很多问题，住宿、餐饮、消费等，存在服务
质量下降的问题。”郭琰认为，由于消费时间
的集中性，差异化不明显，“十一”黄金周也
带来了很多问题，这种被捆绑的消费模式和
当前的休假制度大有关系，比如，有的人在
网上订票都很困难。

当然，郭琰认为，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在中国的国情下，“十一”黄金周这种集中
旅游消费模式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中国
是一个亲情社会，家庭在个人心中占据主导
成分，很多人要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休假时
间，希望共享天伦之乐。比如，亲子游，年轻
夫妇通过旅游让孩子长见识，拓宽知识面和
视野，增加自然知识，就要考虑和孩子休假
时间的同步性。”因此，郭琰认为，我们不能
单纯模仿国外，国外的家庭理念和中国的家
庭理念不一样，在当前的国情下，还是集中
休假比较适宜，推行带薪休假有一定困难。
一个人来一场说走的旅行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事，凡是成立了家庭的人，都会考虑家人。

天气转冷，骑电动车反穿衣现象比较普遍。

记者调查

专家观点

□大河网记者 刘高雅

9 月 25 日，一则来自深圳的消息惊呆
了众人，深圳有开发商推出了6平方米的户
型，该“鸽笼房”售价为一口价88万，均价每
平方米 15万，而且当日售罄。此事在网上
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高房价扼
杀了这代人的爱情和梦想；还有网友认为，
房地产调控的步伐不能停！据了解，不久
前，郑州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过热现象，之
后，郑州市深夜出台稳控房价的“房九条”
政策，为楼市降温。

高房价扼杀了爱情和梦想

@煮酒论英雄：没有房子，谈何结婚？

没有房子，谈何追梦？高房价扼杀了我们这

代人的爱情，也扼杀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

大河网网友“相距一座城”：想想都可

悲，父母攒了大半辈子的钱都用来给我们买

房了，还只够个首付，后半辈子我们还要继

续与房贷为伍。为了有一块栖息之地，真的

要用尽全家人的洪荒之力啊！

买不起房回家乡也挺好

@青山绿水：还是住我们农村老家舒

服，空气清新，有房有院，所有吃的喝的都是

自己种的，原生态无污染。买不起房，就回

老家享受生活吧。

大河网网友“梦醒时分”：一个阳台大小的

地方能贵成这样？城市的生活也太艰辛了，如

果有 80多万，我宁愿回老家，盖一栋 300平方

米带院子的“豪宅”，种种花草，养养鱼鸟，还有

存款，这种日子才是真正的惬意啊！

房地产调控的步伐不能停

@蔓蔓青萝：尽管政府一直在努力对房

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房价仍如脱缰的野马

一般“桀骜不驯”，看来还得加快调控步伐，

不能停啊！

@呼伦贝尔：从调控到限购，能看到各

地政府的努力，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再次

证明了市场这只“手”能量很大，期待各地政

府继续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让大家买得

起房，安得了家。

房价不断推升会影响经济健康

9月26日，针对近日的房地产现象，记者
采访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徐贵宏博士，徐贵宏表示，深圳属于一线城
市，人口多，房子供应有限，房价稍高可以理
解，但过高显然不合理。根据深圳国土局此
前回应，此房不属于住宅户型，对于此类不具
备住宅性质的房子卖出15万一平方米的均
价，显然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徐贵宏认为，对于此类新闻，我们应理性

分析，除了看热闹，更应看到现象背后的情
况。比如，郑州房价最近也出现递涨现象，地
王频现。从短时间来看，郑州是省会城市，河
南自贸区设立在郑州后，催生了房价上涨；从
房地产市场规律来说，金九银十，不仅郑州，
全国房价都会在这个时间有一定幅度增长；
从更长远来看，河南是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
区域，河南各地市不少人都希望能在郑州安
家立业，因此长期来看，房子是刚需，也会促
进其价格攀升。尽管有这样短期和长期的原
因，但房产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市场规律，它的
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我们应该理性看
待这个问题，有购房需求的消费者更应理性
看待，政府也应避免采取与市场规律相悖的
措施，以免产生更多不理智的购房行为。

徐贵宏说，作为普通消费者，还没买房，
自己居住又有需要，是不会希望房价无限制
上涨的。但消费者如果已买房，或者有投资
的需要，就会希望房价越涨越高，这样才能
有更多超额利润。而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
也要从中分一杯羹，各方利益促使房价不断
往上推升，会使房地产市场趋势处于不理性
状态。

徐贵宏认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样
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在一
定时期内有一定的规模，它需要结构平衡，
有一部分拿来搞建设，有一部分拿来消费，
还有一部分拿来做工业、农业、服务业，如果
把钱都压在房地产上，其他行业无法顺利发
展，必然会导致结构的不平衡，给国家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伤害。

网聚观点

记者连线

2015年9月底，洛阳龙门成为全国首个可以全部微信支付的智慧景区。 资料图片

网上流传的“鸽笼房”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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