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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论焦焦

“创客”精神让城市富有朝气

谋天下图图

言论微微

据《武汉晚报》报道，这几
日，全国各地的游客如潮水般
涌入武大欣赏这一年一度樱花
怒放的美丽时刻，仅仅上周六
一天，武大就迎接游客10万
人，是正常时候的5倍多，武大
校园每年都要艰难地承受一次
人海的赏花“浩劫”。游客赏花
游伴随着许多不文明现象：有
的游客骑墙头、爬屋顶、垃圾随
手放、随意踩踏绿色植被，甚至
有人爬树猛摇树枝制造“樱花
雨”。网友调侃：武大一年一度
的“樱花劫”又开始了。

冬去春来，武大珞珈山上
的樱花盛开了，绚烂的樱花让

“久在樊笼里”的城市人无不心

向往之，去武大赏樱花成了人
们亲近自然的好去处。然而人
山人海的游客加上游客赏花中
的不文明行为，不仅让美丽的
樱花过早凋谢，更是影响到武
大的正常教学秩序，樱花节屡
屡沦为“樱花劫”。樱花节变

“樱花劫”留给人们多种反思：
一方面是武大管理的失序，既
然周末有限客 40000 人的规
定，为何拥入 10 万人；另一方
面是游客的素质让人担忧。提
醒每一个赏花人：花是有灵性
的植物，它只给爱惜它的人盛
放，去武大既然是为了赏花，做
一个安静的赏花人不好吗？

陈祥 文 图片来自网络

又是一年“樱花劫”

□杨朝清

火车票是乘坐火车的凭证，
可有情侣却拿它秀恩爱，疯抢5
月20日13点14分发车的火车
票。情侣抢票并不是为了乘车，
而是把火车票当情人礼物或收
藏。有网友宣称：坐“5201314”
的列车，就能相爱永远；也有网
友认为这种占票秀恩爱“太自
私”。（3月25日《武汉晨报》）

5 月 20 日作为信息时代的
爱情节日，早已经成为商家们概
念营销的对象，为“爱情经济学”
注入了新的时代素材。“占票秀
恩爱”作为一种清新而稀缺的情
感表达手段，需要的是多一份包
容和理解，而不是情绪性的道德
评判和人性指责。

对美好生活和真挚情感的
向往和追求，是根植于人们内心

深处的文化基因。与“要浪漫，
先浪费”的大手大脚相比，“占票
秀恩爱”通常和经济实力无关，
只关乎情感表达的意愿。“占票
秀恩爱”主要选择一些短程线
路，火车票价格往往很低，甚至
有的只需要一元钱。在一个习
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感情好坏
的时代里，这种不关乎消费能力
只关乎心意的情感表达，正是许
多人期望和渴求的。

至于“占票秀恩爱”浪费社
会资源、太自私的说法，从道德
上看颇有合理性，从法理上看却
缺乏说服力。从法律的角度出
发，公民购买火车票后放弃乘坐
权利，本没有违背社会契约。从
可操作性上讲，今年的5月20日
非节假日，火车的出行压力并没

有那么大；更何况，“占票秀恩
爱”的大都是短途票，不会对火
车运行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
下，守望精神家园、追求情感厚
度逐渐从一种特殊性需要向普
遍性需求转变。通过“站票秀恩
爱”来传递爱的信息、表达朴素
情感，让一对对情侣收获感动、
快乐、幸福等愉悦、美好的心理
体验，何乐而不为？

伴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价
值观念多样化，不同的人对“占
票秀恩爱”的需要具有不平衡
性，对其价值存在认知分歧，这
本来就是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
应有图景。只有尊重差异性和
异质性，才能对“占票秀恩爱”少
一些先入为主的傲慢与偏见。

对“占票秀恩爱”少一些傲慢与偏见

近日，在武汉科技大学，
30余名学生正气喘吁吁地跑
圈，据悉，这是该校某院系针对
挂科学生采取的一项惩罚：“挂
一科跑1000米”。一挂满5科
的学生跑完后直呼永不挂科。
该院系2013级学生上学期挂
科率接近4成。

辽王海臣：首先，挂科与增
强学生体质并不相干；其次，如
此惩罚措施有简单粗暴体罚之

嫌；第三，如此之高的挂科率，
不应全部归咎于学生，我看与
该校的教学质量及其管理有直
接的关系。因此，我不支持如
此粗鲁地惩罚学生，应该从学
校教学及其管理等方面去找原
因、解决问题。

铜陵小余：挂科与课程设
计、教学方法、学生自觉、保障
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仅靠”惩
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此外，
用挂科罚跑步的做法也欠妥。

一大学挂一科罚跑1000米

对于“黑车”，安徽省原
先的规定是“处 3万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近日，安
徽省有关部门建议改为：处
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
款。对此，有人担心，减轻对

“黑车”的处罚力度，会不会
让管理效果打折扣？

百转千回：对于此问题应
该考虑到这些黑车主的生活
保障问题，不是单靠罚款就能

解决的，处罚只是治标不治
本，我赞成处罚力度低。另外
再想想这些黑车主的出路问
题，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
样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王宝堂：规定的调整说明
违法成本过高也不一定能起到
理想的效果，反而使规定成为
有名无实的“空规”。相关部门
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规定
成为有名有实的“真规”。

安徽降低“黑车”处罚力度

陈祥 整理

3月22日，有市民拨打本报
热线反映。最近，一种名叫“臭
屁炸弹”的玩具在孩子学校周边
出售，将它放在地上踩一脚，便
会发出“砰”的声响，同时伴有一
股臭味。洛阳师范学院化学化
工学院老师刘献明实验后告诉
记者，“臭屁炸弹”产生的气体含
毒，小孩子都应该远离。（3月24
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在孩子们看来，“臭屁炸弹”
一踩就响，而且会放“臭屁”，而
且售价只有五毛钱，好玩加便宜
的双重属性让“臭屁炸弹”在小
学生群体中风靡开来。然而经
实验证实，“臭屁炸弹”产生的气
体有毒，孩子吸入过量有毒气体
对身体的危害极大，媒体关于

“臭屁炸弹”的相关报道也早已
有之，2014年11月，安徽太和县
一小学生玩“臭屁炸弹”导致79

名小学生集体性中毒。既然“臭
屁炸弹”有毒，而且为“三无产
品”，这种玩具也早应取缔，然而
为何数月过去，“臭屁炸弹”又

“春风吹又生”了呢？
与“臭屁炸弹”类似，环伺在

学生周围的还有以辣条为代表
的“五毛零食”和“电子烟”“魔
眼”这类危险玩具。这些食品和
玩具为何会陷入“春风吹又生”
的怪圈？一方面，很多人对这些
东西的危害没有认知，在很多家
长看来，“臭屁炸弹”就是一个小
玩具而已，能对孩子有什么危
害？甚至还有很多家长也因“五
毛零食”好吃而趋之若鹜呢，家
长尚且如此，何况没有分辨能力
的孩童呢?另一方面，有关部门
长期以来对校园周边环境的监
管乏力也是重要原因，校园周边
环境的整治和监管涉及多个部

门，城管管市容市貌，食药监局
管食品安全，质量监督部门管商
品质量，长期以来的“九龙治水”
很难在执法上形成合力，从而形
成谁都管谁都管不好的局面。

真正解决校园周边的环境
问题，首先需要控制源头，相关
部门有必要协同作战形成长效
监管，通过进货渠道等方式，找
到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商并依法
取缔关停，铲除这些产品的生存
土壤；其次，有必要加强安全宣
传，学校可以将食品和玩具安全
问题引入课堂，通过生动形象的
授课方式让孩子对其中危害有
切身体会。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的
孩子不应该生活在“五毛零食”
和“臭屁炸弹”环伺的校园内，无
论是家长、学校还是社会都应该
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陈祥

□谢松波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到了“创
客”这个网络新词。一个原本
具有某种“草根”性质的民间词
汇，出现在这么严肃的政府文
件，并正式进入官方话语，其中
的意义耐人寻味。在经济结构
亟待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拥
有深入骨髓的创新精神，思维
不受束缚、勇于冒险、执着探索
的“创客”们可谓切中了时代发
展的脉搏。

创客，指的是那些热衷于利
用新技术，将创意转变成现实产
品并能获取收益的人。李克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
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
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
擎”之一。言下之意，“创客”是
将“创新”、“创造”、“创业”及“活
力”等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息息
相关的词语紧密结合。

而在河洛大地上，就有这么
一群人，他们不愿走寻常路，愿
意结合实际并甘冒风险，带着自

己的创意借助互联网弄潮（详见
本报3月25日相关报道）。从本
报的报道中看，无论是在“互联
网+”中孵化创业梦，并最终收获
年销售额逾2000万元的陈重阳
及其团队，还是结合货车司机运
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而开发“找
卡车”手机APP的洛阳货车司机
崔威，抑或是为洛阳特警拍摄

“萌萌哒”宣传照在网络走红，立
志拍出洛阳“最美证件照”的乔
一麦，他们都是在传统产业面临
转型的前提下，摆脱旧的产业模
式，从而在新兴产业中寻得自己
的一片天空。

当然，报道中的几名“创客”
只是洛阳众多“创客”的缩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量涌现出的

“创客”，这些个体所凸显出的创
新精神，将变成我们这座城市经
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同时，

“创客”们与生俱来的拼搏与创
新精神，将让城市变得更加富有
朝气。时代在变，万物在更替，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电子商

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等概念的出现，让我们的生活发
生了相应地变化，同时也涌现出
马云、李彦宏、马化腾这样的创
业成功者。而在“创客”时代，我
们需要更多“创客”为经济带来
新的活力，同时，他们所开辟的
事业，也将增加就业。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
报告中提出：要让众多创客脱颖
而出。并特别强调“政府要用于
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
间”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管住权
利乱伸的手，继续简政放权，给

“创客”们自由发展提供足够空
间。正因为“创客”能够调动起
每个人的智慧和积极性，能让每
一个有梦想、有激情的人都能充
分参与到经济社会当中来，所
以，我们要为“创客”们营造良好
氛围，鼓励更多有意向的“创客”
借助互联网，充当弄潮儿。正如
总理所说“让千千万万草根企
业”破土而出，草根“创客”们也
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臭屁炸弹”环伺 孩子如何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