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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提升志愿服务水平
□刘云海
文明交通志愿者在协助交警维持
交通秩序、引导群众文明出行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为进一步深化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9 月 9 日，在
市创文办的组织下，多路记者对市区
五个地点的志愿者文明交通劝导情况
进行了暗访调查，发现存在问题不
少。（详见本报昨日 02 版 《文明交通劝
导 存在问题不少》）
志愿精神难能可贵，但也有学者指
出，志愿服务因其社会融入程度和免费
服务技术含量过低，导致社会认同度不

高。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志愿事业也需
要升级，需要专业化成长与发展。此次
暗访调查发现文明交通劝导方面存在
不少问题，足以成为一个警示。
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担子都
压在志愿者的身上。毕竟，他们所从
事的善行是无偿的，还牺牲了自己的
休息时间，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他们提
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不过，这并不表
示志愿事业可以就此止步，无须提
升。恰恰相反，志愿服务素质的提高
和这项事业的升级是势在必行的。
在这方面，政府和社会应为志愿
事业的提升提供更多的服务渠道和平
台，如为志愿者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平

台，让他们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增
强自身的服务能力；为志愿者解决诸
如经费、场地等困难，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等。一些地方常态化举办志愿
者培训班，让志愿者学习志愿服务知
识，无疑是提升志愿服务的含金量，
让志愿服务更专业更精准。
志愿事业弥足珍贵，社会更应倍
加呵护，加大力度为志愿者素质提升
搭建平台、提供渠道，让志愿之路畅
通无忧。如果说志愿事业为社会提供
的服务是“小义”，那么，政府和整
个社会为志愿事业所提供的服务就是
“ 大 义 ”， 唯 有 在 “ 大 义 ” 的 呵 护 之
下，志愿事业才能走得更远、更久。

过中秋 让文化唱主角
@武汉晚报：#瓜农捕鸟被判刑#
为了防止鸟类啄食地里的西瓜，湖
北武汉市江夏区一位瓜农在西瓜地
里架设了 5 张丝网捕鸟，民警现场查
获 13 只死去的野生鸟类。记者近日
获悉，该男子因非法狩猎罪被判处
拘役两个月，缓刑 3 个月。
点评：这是农村传统习俗与现
代文明、生态保护理念的冲突。捕
猎野生鸟类是违法行为，当然要依
法惩处，但另一方面农民护瓜也是
正当的利益诉求。有关部门不能光
是处罚，还应该教给农民新技术、
新方法，保护野生动物与保护西瓜
并不矛盾，完全可以两全其美。
@南方都市报：#APP 监测餐厅
后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9 月 7 日首
次举行公众开放日。在现场展示区
内，大屏幕上正显示着某餐厅后厨
忙碌的场景。讲解员随手在手机上
滑了一下，地点定位即显示在一家
幼儿园，轻轻点击，幼儿园后厨的
场景即呈现在公众眼前。据悉，这
款名为“阳光食安”的智能系统，
目前已经覆盖全国 80 余个城市。
点评：该智能系统为“舌尖上
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由于从
监管者到消费者都可以直接通过手
机监测学校后厨、餐馆后厨，那
么，后厨主管和从业者就要规范操
作，否则就可能被投诉、被举报。
该系统覆盖越广、下载量越大，越
有利于保障餐饮安全。所以，希望
该系统推广进一步提速。同时，也
希望能尽快扩大该系统覆盖面。
@新华网：#最强执行局长#
“这个违法建筑，马上会从地球消
失。”近日，湖南株洲中级人民法院
在一次强制执行活动中，执行局副
局长姜慧云因这句话而走红，被网
友称为“最强执行局长”。
点 评 ：“ 最 强 ” 是 因 为 “ 够
刚”。在该案中，几名被执行人私下
把被法院查封的违法建筑租给他
人，后者又进行转租，造成租户众
多，租赁关系复杂，执行难度较
大。“最强执行局长”之所以受到网
友力挺，表明“执行难”问题早已
超出司法系统，成了人们普遍关心
的问题，也表达出公众对法院早日
攻克“执行难”的期待。“马上从地
球消失”这样腰板够硬、不含糊的
表达越多越好。

□徐剑锋
9 月 9 日，经济技术开发区湘江路
社区开展“和谐邻里 共度中秋”活
动，居民们表演了戏曲、舞蹈、歌曲
等节目。（详见本报昨日 04 版）
传统的过中秋，就是在夜空下仰
望同一轮圆月，感受“天涯共此时”
的温暖情怀。随着生活水平的逐年提
高，再加上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人
们的过节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相聚吃
喝、共聚赏月。让文化唱主角，担当
起充盈“节味”、更新“节意”的重要
职责，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
中秋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文化节
日，其起源、形式和内容与我们的传
统文化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过文化
中秋，首要的是保护好、传承好传统
的中秋文化元素，在文明开放过节中
不断弘扬和放大，使我们每个人都能
真切地体会到节俗的魅力、文化的凝
聚力；同时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给传统文化习俗增添更多具有时代特
征、民族特色、区域特点的内容，既
让传统节味变得更加浓香，也让节日
文化活动更有活力。

文化过中秋，既需要因势利导，
更需要政府主导。当下的中秋，我们
并不缺少月饼，需要的是“文化节
礼”来填补精神空白。无论是看一场
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
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
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从这个角
度来讲，一方面要有效整合社会资
源，发挥市场力量，通过广泛开展送
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等文
化下乡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
“ 文 化 大 餐 ”； 另 一 方 面 要 发 挥 电 影
院、图书馆、书店等文化场馆的主阵
地作用，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搭
建露天草根舞台，让群众在自编自演
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
松心情、愉悦身心。
中秋，以节日的名义团聚；文
化，以传统的内涵回归。文化过中
秋，既要传承和放大古老的“节文
化”，更应革新和创意现代的“节文
化”，使之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
贴近节味，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也
是现代社会的追求。作为每个公民，
何不顺时应势，革新一下老观念、老
传统，在有滋有味的“文化中秋”里
共享快乐、尽享喜悦。

不再“禁带外食”是明智选择
□张 燕
最近，
上海迪士尼乐园禁止游客自带
食物入园引发舆论争议。9 月 6 日，上海
迪士尼乐园管理方首度松口，
表示将调整
外带食物的规定，除需再行加工、保温存
储及带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外，
游客可以携
带供自己食用的食品进入乐园。对于备
受质疑的强制翻包安检，
他们也表示将优
化安检方式和流程。
（据人民网）
迪士尼乐园类似于一个景区，而景
区一般是允许游客自带食物的，迪士尼
乐园凭什么禁止？况且，园区内售卖的
食物价格畸高，禁止自带食物明显有逼
迫游客挨宰的意味，其正当性更令人质
疑。另外，对游客进行翻包检查，涉嫌侵
犯游客隐私权，作为一个经营单位，也没
有权力这样做。
虽然迪士尼辩解称，禁止游客自带
食物是“国际惯例”，但一方面，据媒体报
道，并非所有迪士尼乐园都禁带食物，即
使禁带食物，有些迪士尼乐园销售的食

物价格，也与当地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另
一方面，
“ 国际惯例”并不是侵犯消费者
权益的挡箭牌，不合理的“国际惯例”就
得改，在中国经营就得遵守中国的法律
法规，
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现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终于“服软”，
打算不再禁止游客自带食物，只是对所
带食物的品种进行限制，同时改进安检
方式，保护消费者隐私。这一转变无疑
值得肯定和称赞，作为国际巨头能够放
下身段，倾听舆论的质疑和建议，这既是
对消费者的尊重，也是对中国市场的尊
重。事实上，这并不是近期迪士尼在中
国市场作出的唯一政策改变，此前他们
还更改了儿童票适用标准，从之前的只
按身高认定儿童票，改为兼顾年龄和身
高两重标准。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民众有自己的
消费习惯，
“ 入乡随俗”是企业应有的经
营策略，也是明智的选择。从中国现状
出发，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尊重游客权
利，遵守法律边界，最终必定会有超额的
回报。

最近，网上热传杭州一份小学
新生名单，16 个学生名字里有 8 个
生僻字。家长给孩子起名越来越强
调个性，老师不得不提前备好“点
名课”。新闻一出，网友纷纷开始
调侃。“家长真是人才”“我只认识
姓，真不好意思”。还有网友心疼
老师说：“要记这么多名字，老师
真不容易！
”（据 《北京晚报》）
想给孩子取个独一无二的好名
字是人之常情，也是一门学问。父
母们的取名特色从随大溜到重个性
更体现了社会进步。但值得提醒的
是，如果滑向极端，将怪异当成个
性，将冷僻当成创意，甚至让孩子
因此为“名”所累，受“名”所
困，就舍本逐末，得不偿失了。

一个人唯有敢于正视现实，正
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
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
—— 《傅雷家书》
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觉得
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完成，这是对
生命负责。
—— 《镜湖》
我们走很远的路，花了很多时
间，然后成为自己。
—— 《非洲三万里》
当岁月流逝，所有的东西都消
失殆尽的时候，唯有空中飘荡的气
味还恋恋不散，让往事历历在目。
—— 《追忆似水年华》
人性的确如此，既轻信又爱怀
疑，说它软弱它又很顽固，自己打
不定主意，为别人做事却又很有决
断。
—— 《名利场》
翻过高山，正遇江海。行过雪
原，恰逢花期。这大概就是行走的
意义。
—— 《这世界偷偷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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