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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是雪景 而是除雪的你
□张伟伟
“人歇车不歇，得趁着路面未上冻
之前，把全市主要道路清扫一遍。”市
环卫处有关负责人说。“大家加油，这
一片马上就清干净了！”市城管局园林
管理处的志愿者说。1 月 9 日，我市降
雪。环卫工、志愿者连夜清扫道路，
只为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
境。（详见昨日本报 04 版）
雪夜，当你在甜蜜梦乡中时，有
人在路灯下辛勤忙碌着。东方既白，
当你迫不及待地想看银装素裹，进而
发愁如何出行时，却发现道路上几乎
雪落无痕。
骑扫把的哈利波特会魔法，而一
群环卫工、志愿者、热心人，开着除
雪车，拿着扫把，同样在冬夜里为城
市“施了魔法”。路上的积雪不见了，
湿滑难行未应验，一场出行考验消弭
于无形。
早上的出行路，交通顺畅，秩序
井然。对比以前，“公交难等车难行”
“行人一步一滑似魔鬼步伐”的场景不

见了，不禁让人一阵恍惚。
致敬城市除雪人！最美不是雪
景，而是除雪的你。正是你们的不畏
严寒和默默付出，才让这一切看起来
不可思议。
“在这个雪夜，感谢有你”“一天
的雪，晚上 10 点多黄河路已经打扫干
净，为你们点赞”“确实辛苦了，向你
们致敬”“大家都一样，这是应尽之
责 ” …… 微 信 朋 友 圈 里 大 家 也 议 论
着，有感恩、有骄傲、有自谦，少了
责备、讽刺和戾气，文明的互动氛围
里，流淌着正能量的暖流，孕育着城
市文明之花。
除了连夜奋战的除雪人，还有早
起清扫小区道路的大爷大妈、主动上
街清洁路面的商户、自发组织在学校
门前扫雪的家长……他们不仅“自扫
门前雪”，更是管了“他人瓦上霜”。
为了让老人不再害怕路滑，让孩子不
再害怕摔倒……他们伸出的双手，同
样温暖了寒冬，温暖了城市。他们一
样给力，一样可歌可敬。
2018 年，“一夜雪无”让南京一时
成为网红。“落雪无痕”的背后，是

4.2 万人的不眠不休，是完善的除雪应
急预案，是城市文明之“魔力”。
见贤思齐，从而未“雪”绸缪。
有了预案，有了制度，有了自觉，今
年我们也交上了一份靓丽答卷。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当下，这
份答卷，蕴含着所有人的努力与心
血，凸显了工作作风和文明素质的转
变，也见证了我们城市管理水平的提
升。
说开去，城市形象的树立、城市
文明的孕育、城市气质的培养，也大
都植根于如此这般的一份份答卷。
在漯河，有个颇具江湖气的词叫
“排场”，说一个人“排场”，是指人体
面、大气；说一件事“排场”，是说事
情办得漂亮，让人佩服。
今年除雪，真排场！

□然玉

2000 元罚款怎能让酒店长记性
□屈 旌
2018 年 11 月 14 日晚，微博网友
“花总”发布了一段题为 《杯子的秘
密》 的视频。视频中揭露了国内多家
知名五星级酒店用脏毛巾擦杯子或马
桶的现象。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涉
事的 14 家酒店中，12 家均被处以警告
和 2000 元或以下的罚款。对于处罚金
额，包括“花总”在内的不少网友都
感到不给力。（据新华网）
一条抹布擦完马桶擦杯子的肮脏秘
密，
践踏了消费者权益和尊严，
大家等待
的是以一儆百的严罚。然而，近两个月
的漫长等待，
等来这样一个处罚结果，
不
得不说，
让人哭笑不得，
备感失望。
不少涉事的五星级酒店挂牌房价
动 辄 数 千 元 ， 罚 款 2000 元 对 他 们 来
说，简直不值一提。爆料人“花总”
为揭露乱象筹备半年，投入不菲，更

因此事个人信息被泄露，甚至收到死
亡威胁。相比较而言，犯事的酒店收
到不过一个警告，实在轻巧温柔。我
们不禁想问，这样挠痒痒般的处罚，
究竟能有什么作用？是为了敷衍民
意，还是鼓励违规？
让人更失望的是，单从法规上看，
这处罚还是有依有据，有章有法。因
为，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规定，酒店单次违规，罚款最
多也就 2000 元。只有整改不到位或逾
期不整改，罚款才可能到达顶级的 2 万
元以下，情节特别严重，才可能停业整
顿或吊销相关证件。从处理结果来看，
很明显，这些五星级酒店的违规，被认
定是最轻微的，就此而言，处罚已经相
当到位了。这真是让人无奈。
不过，仔细想想，此次事件引发
全国热议，无数网友义愤填膺，难道
不能算影响特别恶劣？马桶的抹布擦
口杯，不算是情节特别严重？近年

来，酒店业卫生乱象频出，一次又一
次伤害消费者信任，难道不是屡教不
改？五星级酒店价格高企，卫生服务
却未达及格线，难道不算是以次充
好？就算行业法规处罚力度有限，不
是还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吗？
诚然，处罚不是最终目的，监管
部门是希望通过此次事件给整个住宿
行业一个警示。但问题在于，这样轻
描淡写的处罚，能有多大的警示力？
2018 年 11 月，中消协曾发布声明，强
烈谴责酒店所作所为，并建议对名不
副实的星级酒店，该摘星的摘星、该
降级的降级。如今看来，这成为一句
无人响应的空话。
希望相关部门真能站在消费者的
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究竟怎样才
算是处罚得当有力，怎样才能整顿行
业风气，怎样才能把酒店业碎了一地
的节操捡起来。希望这件事，不要这
么潦草结束。

年度账单 能否让生活更美好
□夏熊飞
1 月 8 日下午，2018 支付宝个人年
度账单正式发布，朋友圈里议论声一
片。很多网友看完自己的年度账单被
吓坏了，纷纷感慨：“我曾有过这么多
钱？我的钱都花哪儿了？”（详见本报
昨日 06 版）
围观 2018 年度账单，更多的人都
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生怕错过了
这样一场网络狂欢，生活就难免留有
遗憾。看完热闹，该消费消费，该剁
手剁手，生活特别是消费行为并未因
年度账单而有丝毫改变。
围观支付宝年度账单，除了看热

闹更要看门道。伴随着年度账单出炉
而走红的一个网络热词叫“账单式小
康”，意思是穷到举步维艰，但一看账
单感觉自己过去一年过得怎么还挺凑
合？年轻人相比于父辈消费观念较为
超前，在移动支付时代还保有记账习
惯的更是少之又少，唯有面对年度账
单时，才有机会好好检视自己过去一
年的消费行为，原来还真没少花钱。
而这或许也是导致账面“小康”，现实
却相对窘迫的肇因之一。
所谓看门道，就是通过年度账单
与现实生活的比照，发现自己过往一
年的消费行为存在哪些不合理之处，
在新的一年中加以规避，力争把每一
笔钱都花在刀刃上。比如，如果吃喝

爱心课桌不让用
呼吁捐赠规范化

玩乐占了大头，今年能否在这方面适
当减少开支；摸着自己逐渐大起来的
肚腩，在运动这块的消费是否也该提
升提升了；过去一年在学习、读书方
面的支出几乎没有，今年能否实现零
的突破；旅行方面消费寥寥无几，今
年能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支付宝、微信钱包等移动支付手
段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在享受
科技便利的同时，也要保持应有的定
力，实现为我所用而非被其裹挟着盲
目向前。年度账单是移动支付时代便
捷性的见证，但如何通过围观这一份
份账单，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得到提
升、消费更加合理，则是我们每个人
在看热闹之余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爱心人士向
云南镇雄县牛场镇罗汉坝小学捐赠桌
椅等物资，但是有关部门却不让用，
因为觉得为政府抹黑，脱贫攻坚不
力。现在这位残疾老师和学生依旧在
破旧教室里上课。对此镇雄县教育局
回应称，该学校马上要撤并。学校考
虑到目前统一配发的课桌椅没有损
坏，可以满足当前使用，决定将爱心
人士捐赠的 20 套课桌椅暂时保存，在
2019 年新学期开学后在新校点使用，
并不存在“新课桌不让用”的情况。
（据中新网）
尽管当地教育局解释了“系暂时
保存”，但是爱心人士捐赠课桌椅就是
因为看到罗汉坝小学的条件太差，就
是为了能够立即改善学生们的处境，
何时使用、如何使用的权利应该归这
所学校及其学生。面对被束之高阁的
“桌椅”，捐赠者感觉自己的爱心遭到
辜负，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之常情。
原有的课桌椅还能用，该校马上
要被撤并，如果爱心人士和镇雄县有
关部门之前进行过必要的、坦诚的交
流，想必爱心人士也不会执着于必须
马上更换。最终会闹到上网质问，这
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比如捐受双
方沟通不畅、捐赠人权利被习惯性虚
置等。按照法律和惯例，捐赠人对捐
赠物的使用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受
捐者也应该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
况。可在现实中，某些地方政府这方
面做得显然还不到位。
健全的慈善文化，不仅仅包括爱
心的培育、捐赠人基数的扩充，更意
味着捐赠行为高水准的规范化、标准
化。以罗汉坝小学课桌椅捐赠为例，
捐赠人和受捐人之间完全可以事先签
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捐赠财产的用
途、受益范围、使用时间等。这样想
必也就不会有后续的纠葛了。事实
上，时至今日社会上的太多捐赠行为
还是充满着模糊性和随意性——爱心
人士只想着把东西捐出去，受捐者只
顾着把东西收过来，至于具体细节、
后续发展，则是走哪算哪、见机行
事，这样哪能不扯皮呢？
尽 管 是 “ 爱 心 捐 赠 ”， 但 是 只 有
“爱心”远远不够。罗汉坝小学桌椅捐
赠事件算是给所有人一个教训：捐赠
行为需要规范化、标准化，多些事前
的、事无巨细的君子协定，远比事后
撕破脸皮要来得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