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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冷冰冰的“不在信息公
开范围”不仅不是万用回复，而且
多半是招致批评的“低级回复”。
信息公开就是要向群众“说实话、
交实底”，把相关信息主动向公众
交代清楚。这看起来是“自找麻
烦”，实际上是“聚集合力”。及时
公开政府信息意义重大，一是消
除公众误解，二是以监督预防腐
败发生，三是汇集民众智慧，减少
“关门决策”的失误，凝聚社会治
理的合力。
——光明日报：
《别把“不在
信息公开范围”当万用回复》。
人的成长既是身体的成熟更
是心智的成熟，而心智的成熟离
不开经典文化的滋养。传统的阅
读方式需要投入专注力，是典型
的延迟满足，而网络文化是即时
满足，只要投入其中立刻就会让
人产生欣快感，但代价是容易丧
失耐心和专注。
——目前我国网民总数已超
过 7 亿，如果年轻人从小没有接
触过经典文化而一直沉浸在网络
之中，就难免会出现浅薄幼稚、缺
乏专注和耐心等问题，知识结构
存在严重缺陷，怒斥曹雪芹和老
子的笑话也就在所难免了。

微
话题
【今日话题】
长城上搞民宿
日前，民宿平台“Airbnb”发
布了一则体验招募通知，称将从
11 个国家用户中选取 4 组人在
长城住宿一夜，地点位于延庆。
此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网
友认为此举利于品牌推广，也有
网 友 担 忧 此 举 可 能 会 伤 害“ 长
城”
。对此，你怎么看？

【议论纷纷】
@勇海：真正的保护文物和
文化遗产行动，是给文物和文化
遗产减轻负累，而非不断增加负
累。长城蜿蜒万里，本身就在向
全世界展示自身的建筑及文化魅
力，那种“侵入式”的体验活动又
能给长城增加多少文化魅力？
@先任：对于长城，不是不
可以进行“开发式保护”，但在保
护与开发之间，
要能保护优先，
保
护要能压倒一切，开发的前提必
须是良好的保护。多开发一些体
验式的旅游项目，有利于游客增
进对长城的了解，
能够提升旅游体
验，但旅游体验要让位于文物保
护，长城就属于“不可亵玩”的旅
游景点，所以“长城开民宿”此类
旅游项目，
值得警惕也值得商榷。

【明日话题】
天价螃蟹加工费
7 月 31 日，山东青岛市民赵
女士在饭店加工 9 斤螃蟹被收
900 元加工费，
她发朋友圈质疑店
方宰客。赵女士说，
9斤螃蟹共14
只，
8只清蒸6只葱姜炒，
不料最后
对方喊出
“天价”
。记者从当地物
价局了解到，
工作人员调查发现，
涉事饭店未明码标价，
事后经还价
还收了500元加工费，
现已要求退
还。8月8日，
涉事饭店老板向《紧
急呼叫》承认，当时确实没有告知
加工费用。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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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办事大厅
依旧冷热两重天？
□陈广江

针对《大河报》报道的“郑
州经开分局航海东路派出所办
事大厅内外冷热有别”
一事，
郑
州警方有关负责人 8 月 9 日回
应称，郑州警方对此事表示关
注，航海东路派出所办事大厅
空调已经安装到位，饮水机等
保障措施也已经整改，下一步
将在全市户籍办事大厅开展一
次自查活动，积极为办事群众
提供更多便民利民措施。
（8 月 9 日澎湃新闻）
办事大厅冷热两重天并非
个案，
不久前，
类似一幕就发生
在南昌高新交警的办事大厅。
不难发现，两次事件存在惊人
的相同点。曝光前，都是一扇
玻璃隔开了冷热两个世界，群
众提意见，
皆被告知那是“上面
的事”，
他们管不着；曝光后，
都
是高度重视、
迅速整改，
空调当
天即安装到位。
当然，类似现象还有一个
更大的共同点，即背后的原因
都是服务意识匮乏，心里没有
群众。办事大厅是为群众服务

的，
其办公设备、
运行费用等全部
形成警示，但问责也不宜“专捏软
由纳税人埋单，怎能眼睁睁看着
柿子”，只拿办事人员开刀，还应
办事群众受煎熬，而工作人员自
追究相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比
己像官老爷一样心安理得地独享
如大厅办事窗口处那扇厚实的玻
清凉？
璃墙完全是多余的存在，当初设
窗口服务重在细节，办事大
计时就错了，何不拆除？大厅的
厅 一 桌 一 椅 ，工 作 人 员 一 举 一
很多问题，相关领导的责任无疑
动，都代表着政府形象，并时刻
更大。或许办事人员也反映过，
处于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不能
只是领导不重视而已。
毫 无 敬 畏 。 大 厅 没 空 调 、没 水
“达康书记”很忙，媒体也难
喝 、厕 所 不 让 用 ，岂 不 违 背 初
以事无巨细,现实中还有多少冷
心？退一步讲，即使办事大厅的
热两重天的办事大厅，我们不妨
设备和服务一时跟不上，也不至
根据自身经历对号入座。事实
于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态
上，群众在办事大厅的糟糕体验
度 ，哪怕一句客气话，也能给人
还有很多，而冷热两重天现象只
以清凉。
是最直观的一种。不少时候，办
从接连出现的“丁义珍式窗
事群众对种种问题早已见怪不
口”，到冷热两重天的办事大厅， 怪、
习以为常了。
折射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作风
当前，政务服务“一次办好”、
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由此可见
“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正在各地
一斑。媒体曝光后迅速整改、举
如火如荼推进，而窗口服务首当
一反三，不见得媒体的作用有多
其冲，因此个别部门还需下大力
大，
主要是问题得到了领导重视， 气“治病树，拔烂根”，别拖了政务
领导发话后效果立竿见影。窗口
服务改革的后腿。也建议一些地
工作人员唯上不唯下、唯媒体不
方和部门，主动作为、积极行动，
唯群众，
也非个别现象。
杜绝类似问题，一旦等媒体曝光，
对此，
有人呼吁严肃问责，
以
工作就很被动了。

主旋律影片更需要“先炒后拍”
□司马童

根 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 7
月下旬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
案、
立项公示，
博纳影业将拍摄根
据川航英雄机长刘传健事迹改编
的电影《中国机长》。目前，
这一
项目已获得原则上同意拍摄的审
核结果。由于尚处于筹备阶段，
该片主创团队正在搭建之中，
上
映时间则至少要等到明年。
（8 月 10 日《北京日报》
）
筹拍中的《中国机长》，无
疑可算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主旋
律影片。针对影片所要反映的
主 要 事 迹 ，有 行 家 就称：要知
道，在 9800 米的高空靠目视手
动操控飞机，
就像在比珠穆朗玛
峰还高的地方开敞篷的超速高
铁，
其挑战难度，
实在非常人可
以取得百里有一的成功概率。
因此，
这部影片的未拍先热，
亦

在情理之中。有网友甚至已越俎
代庖，
给其排出了心目中的“主创
阵容”：
导演林超贤，
机长张涵予，
副机长彭于晏，塔台领导张丰毅
……票房提前锁定“10 亿＋”。
诚然，
不管哪种类型的电影，
投拍过程中的宣传推广，
已是一种
必要的铺垫与推动。而我以为，
就
《中国机长》而言，
无论是筹拍班底，
还是社会公众，
俨然有了使之
“炒炒
更火爆”
的共识和祈愿。所以，
利用
好这番舆情期待，
并且在主创选择、
内容架构以及人物刻画诸方面，
多
倾听和采纳未来观众们的声音，
这
正是让《中国机长》公映后越飞越
高、
越飞越火的有效保证。
主旋律影片更需要“先炒后
拍”。事实上，网络之上、跟帖之
中，网友的热情已昭然若揭，
“必
看无疑”
“票房算我一个”
“希望拍
出有别于国外的英雄片来”等的

心声，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有些方
面的“用心炒作”，非但不必过于
谦让和客气，倒是炒得温温吞吞、
轻描淡写才会让人感到遗憾。由
此而论，如果可能的话，哪怕请现
实中的英雄机长，来为这部影片
的预热，作些路演或站台，我看也
不必有“自吹自擂”
的担忧。
期待《中国机长》能够“炒炒
更火爆”，热心影迷的愿望，应该
也不会落空。据介绍，此次将拍
摄《中国机长》的博纳影业，是国
内老牌的影视出品发行公司之
一，曾出品多部主旋律商业片，包
括今年春节档票房黑马的《红海
行动》。另有消息称，尽管《中国
机长》何时开机、谁来主演还未敲
定，但导演很可能是《红海行动》
的林超贤。笔者不厌其烦地罗列
这些报道，同样想为主旋律影片
的
“先炒后拍”
添几把柴。

异烟肼毒狗，勿以文明之名
□陈进红

近日，
一篇名为《遛狗要拴
绳，异烟肼倒逼中国养狗文明
进步》的文章被不断地转发。
作者在文章中介绍了一种名为
“异烟肼”的抗结核药物，这种
药物对人体无害，但对犬类具
备非常强的毒杀作用。
这个冷知识一经在社交平
台上传播，立刻得到一众网友
的惊呼，
认为找到了对抗流浪狗
和不拴绳的宠物狗的妙招，
要下
单买药毒狗。而现实中，
确实有
人这么做了。在北京，
已经出现
了有人在小区内故意大面积撒
播含有异烟肼的饵料对不拴绳
的宠物犬进行清除的事件。
且不 说 异 烟 肼 到 底 对 人
有没有毒性和危害，就是私自
用异烟肼猎杀狗也不合法。
刑法上有“投放危险物质罪”，
投放危害“牲畜、禽类、水产养
殖物安全的危险物质”，
情节严
重也可能入刑。如果毒死的是
有主的宠物狗，又涉嫌刑法中
规定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养狗人士素质参差不齐，
相关
部门对于流浪狗以及不文明养狗
行为没有相对完备的处理方法及
政策，
导致爱狗人士与受害者及其
他民众间的矛盾日益激烈。7月的
长生假疫苗案震惊全国，
不仅增加
了人对狗的恐慌，
又再次激化了群
体之间的矛盾。而此时，
某些自媒
体鼓吹用异烟肼这种看似无害的
方式来毒杀狗，
以为是用文明的方
式去消灭问题，
事实上不仅没有解
决问题，
甚至掩盖了真正的问题。
这个矛盾岂是一个异烟肼就可以
解决的吗？恰恰相反，
这从一个极
端蹦到另外一个极端。
养狗是个人的自由。约翰·
穆勒在《论自由》中这样说道，
“唯
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以我们自
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之善的自
由，只要我们没有企图剥夺别人
的这种自由，也不去阻止他们追
求自由的努力。
”
个体拥有自由的
前提是，
我们对他人自由的尊重，
而非对他人自由的肆意和粗暴干
涉。自由的含义对于养狗和不养

狗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文明养狗要有理性探讨的空
间，这种讨论的目的都是促进文
明养狗的实现。爱狗人士首先要
管好自己的狗，做到出门遛狗拴
绳，随手清理狗粪便。而对于不
文明的养狗行为，也需要尊重公
序良俗合法合理地去处理。事实
上，努力文明养狗的人更痛恨不
文明养狗的人，他们也不愿踩狗
屎，更不愿自己的狗被不牵绳的
狗冲来咬，并且还要被其连累，为
他们背锅。执法只能有执法权力
者去实施，一些国家使用异烟肼
扑杀流浪犬，是官方行为，基于流
浪 犬 已 泛 滥 成 灾 ，危 害 人 居 环
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对于
流浪狗以及文明养狗更加详细的
管理规定和细则，明确划分责任，
让城市管理跟上时代的步伐。
“正
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
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而
那些鼓吹和动用“私刑”以异烟肼
猎杀狗的人，实际上是亲手埋葬
了探讨的理性空间和希望。

观点
1+1

“转让女儿救儿子”
近日，一张父亲举着
“转让女儿
救儿子”广告牌的图片引发社会关
注。广告牌中写道，4 岁的儿子患
有白血病，
家中无力负担治疗费用，
如果有人愿意出钱治疗儿子,可以
将同样 4 岁的女儿送给对方。记者
了解到，
孩子病情确实属实，目前其
家人已经在各大众筹平台募集了 9
万余元，但是,其中近 4 万元由于网
友举报无法提出。昨天下午，孩子
的母亲陈兰琴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转让女儿救儿子”
只是为了
引起社会的关注，
希望能筹到更多的
钱，
并不是真的要
“转让”
女儿。
（8 月 10 日《北京青年报》
）

拷问众筹诚信
□王恩亮

面对这样的家庭灾难，笔者也
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心情，
然则，
理解
归理解，笔者绝不容忍这般做人无
底线。这就相当于告诉人们，这个
家庭除了有待救的病人是真，剩下
的就是编瞎话骗人。如果再加上他
们在多个众筹平台募捐，且累计自
设募捐数额高达一百多万，这就更
加让人觉得其动机不纯。由此看来，
这位父亲已构成设计众筹理由和设
定众筹数额的双无度，
其实质已接近
用欺骗和贪婪过度消费爱心。
透过这一事件，笔者真诚奉劝
那些家庭有难的人，不是不可以向
社会发起众筹，
但必须有个前提，
那
就是一定要坚守众筹诚信，既包括
众筹理由要真，也包括自设的众筹
数额要实，否则那就是用欺骗和贪
婪过度消费爱心。更需指出的是，
用爱心支撑的众筹平台，还处在发
展初期，是经不起失信折腾的。如
果谁家有难，
不管大小，
也不管能否
自己摆平，
都去众筹“蹭饭”，
甚至还
要打假悲情牌，
并辅以狮子大开口，
那么注定会把这一爱心平台击碎，
最终换来多输。因此切记，众筹是
为处在绝境中的人准备的，
不到万不
得已不要轻易伸手。同时众筹的力
量又是有限的，
必须把机会留给那些
最需帮助的人。只有人人认识到这
一点，用诚信和敬畏为众筹保驾护
航，
这条爱心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换个视角理解
□何勇

这 位 父 亲 大 声 宣 传“ 卖 女 救
子”，
是一种炒作行为。其目的很单
纯、
很简单，
就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
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而获得更多的捐
款、
救助，
尽快筹集到儿子治病需要
的医药费。因为对于这位父亲以及
广大这类穷人家庭来说，
除了采取这
种恶俗的炒作手段之外，
其实没有其
他更好的办法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而获得需要的捐款。
在“僧多粥少”的现实情况下，
需要众筹医药费的穷人，在互联网
世界没有庞大的朋友圈，形成不了
强大的流量。这决定了他们如果只
是按照一般方式、
正常模式，
在网络
公益平台上发布众筹信息，很快就
会在海量的众筹信息中沉没下去，
很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就难
以获得需要的医药费，绝大多数人
众筹不齐需要的医药费已经说明了
这一点。
相反，如果要想在短时间内快
速众筹到需要的医药费，前提就是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对缺少话
语权和网络平台资源的普通人，只
能采取不走寻常路的方式进行炒
作。父亲“卖女救子”，实质上凸显
的是穷人的无奈，是一种没有办法
的办法，不能让人们的苛责间接剥
夺了穷人的这种求助手段。要从根本
上消除父亲
“卖女救子”
的恶俗炒作，
只
有增强医保深度，
让患了富贵病、
重大
疾病的穷人承担得起医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