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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高风险生意”
必须确保安全
玻璃桥、玻璃悬廊……近几年，高
空全透明玻璃观景平台风靡，游客大
呼过瘾的同时也难免担惊受怕。9日
上午，在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木兰
胜天风景区内，一条高空玻璃滑道上
突发意外，致使正在游玩的游客1死3
伤。（4月11日《武汉晚报》）
不得不说， 随着大众化旅游时代
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旅游过程
中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休闲散
步式的旅游，而是开始追求旅游的体
验性、刺激性。而为了迎合游客的这
种心理诉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景区
景点推出带有一定风险性和刺激性
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很多地方都建了
玻璃桥、玻璃悬廊，各种高空索道、高
山滑道也纷纷出现，它们的共同特点
就是充满了刺激性，让游客在旅游过
程中尽情享受感官刺激。
然而，刺激性与危险性，往往相
伴相随，刺激性越大，危险系数也就
越高。 实际上除了刚刚在湖北黄陂
木兰胜天风景区发生的高空玻璃滑
道意外事故，导致游客1死3伤之外，
还有2011年江苏宜兴某景区发生的
滑道安全事故， 最终造成4人死亡，
24 人 受 伤 ；2015 年 河 北 平 山 县 某 景
区发生滑道破裂事故， 造成3人死
亡，多人受伤。
旅游行业内的这种 “高风险生
意”，显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与
警惕。 然而到了现实的旅游活动中，
一方面导游和景区为了自身的利益
考量，总是千方百计劝说、诱导游客
参加这些高风险的旅游项目；另一方
面，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这些充满
风险的旅游项目都是在超负荷运转，
却缺乏必要的日常检查、 维护和保
养，更是大大提高了发生意外安全事
故的概率。
站在绝大多数普通游客的角度
来说，旅游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
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享受生活，如果
单纯为了追求心理、感官刺激而盲目
参加一些高风险的旅游项目，实无必
要。尤其是对于一些未成年人，或者
是老年游客来说，更不宜提倡。而一
旦发生意外事故， 对身体造成伤害，
甚至是酿成死亡悲剧，那前面提到的
旅游意义，也就成了空谈。
对于景区景点来说，也不能单纯
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为了追求经济
效益就盲目开发高风险的旅游项目。
很多景区景点本来就处在崇山峻岭、
山高路陡的地方， 具有相当的危险
性，如果再在这些地方开发建设诸如
玻璃滑道、 高空索道等等旅游项目，
无疑更是一种险上加险，是在以牺牲
游客利益换取自身利益。一旦发生意
外事故，景区方面不但要对遭遇意外
的游客给予赔偿，还可能面临包括停
业整顿、行政问责等等处罚，完全就
是得不偿失。
苑广阔

“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日前公布。根据
方案， 从今年起北京市将利用3年的
时间，完成核心区2435条背街小巷的
环境整治提升。通过整治提升，背街
小巷的环境要达到“十无”的标准：
无私搭乱建、无“开墙打洞”、无乱停
车、无乱占道、无乱搭架空线、无外立
面破损、无违规广告牌匾、无道路破
损、无违规经营、无堆物堆料。（4月
11日《北京晚报》）
背街小巷，是城市主要马路后面
的小街道、弄堂等生活空间。其虽然
“背”且“小”，却是普通老百姓生活
的主要空间。 城市主干道是城市的
“面 子 ”， 而 背 街 小 巷 则 是 城 市 的
“里子”。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努力扮
靓每一条背街小巷。
不必讳言，在一些方，背街小巷

的私搭乱建、开墙打洞、违规停车、乱
堆杂物、凌空架线等现象，成为困扰
群众“家门口”的老大难问题，使得
背街小巷成为脏乱差的典型。 何也？
那些地方的城市建设与管理部门，往
往只看到建设与整治通衢大道、公共
广场、商业大街、公园绿地的必要与
紧迫——
—可以彰显“大手笔”，可以
做出“好成绩”，且效果立竿见影。而
背街小巷不仅不容易出成绩，反因人
流车辆聚集， 而成为难啃的 “硬骨
头”。这种拈轻怕重、重表不重里的
思维，显然要不得。
实际上，城市管理、文明创建，最
是于细微处见功夫、见态度、见精神。
通过提质改造扮靓背街小巷， 一方
面，可以暖民心，让老百姓觉得，这才
是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
所困，搞起城市管理、文明创建来，更
容易让老百姓与相关部门 “思想上

合拍，行动上一致”；另一方面，背街小
巷更考验相关部门的治理能力。“细节
决定成败，大事起于具体”，问题错综
复杂、利益盘根错节的背街小巷都能治
理得井井有条，何愁整个城市的建设与
管理，不能再上几个新台阶？
于此而言， 北京将利用3年时间完
成核心区2435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
提升，无疑是谋求科学发展、为民众办
实事的举动。扮靓背街小巷，也应该是
其他城市进行文明创建、搞好城市发展
的一大要务。 不仅要改造背街小巷、亮
化背街小巷， 让它们全部焕然一新，散
发勃勃生机，还可以因地制宜，尽量追
求大多数背街小巷样貌不同、 韵味不
同、景致不同，各有特色，正所谓“一条
街巷一处景，各条街巷景不同”。当老
百姓身边的背街小巷都成为 “文明街
巷”，何愁建不成文明社区、文明城市？
何勇海

竟有此事
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 但西
安红光路一小区，因楼上小孩经常深
夜吵闹，楼下住户用“震楼器”予以
反击，经民警及社区协调，双方达成
谅解。由于销售火爆，在淘宝上输入
“震楼神器”，可以搜出多款产品，有
的不需要打孔就能安装，有的可连接
蓝牙“播放任意声音”。许多买家评
论都表示，“使用了神器之后，赢得了
噪音战争的胜利。”律师却提醒，这种
“以噪音制噪音”的手段侵害了相邻
权，不可取。（4月11日《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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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邻里纠纷岂能靠“震楼器”
从表面看，过去踏破铁鞋、磨破
嘴皮也未能化解的邻里积怨似乎
“一震了之”了。实则，非也。和谐
的相处只能来自理性协商， 对抗的
结果必然是关系紧张， 这是人际交
往的常识。使用“震楼神器”解决
邻里纠纷，不见理性与协商，只见不
讲理与对抗——
—你制造噪音， 我制
造更大的噪音；你伤害了我的权利，
我就伤害你的权利。如此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即便警方的介入能给纠
纷暂时画上句号， 邻里关系也会从
此处于难以调和的紧张状态。

一家之言

由此看来，“震楼神器”不仅不
能妥善解决邻里纠纷， 还会把小问
题变成大麻烦， 让小矛盾升级为大
冲突，最终把邻里关系引向死胡同。
网友们对“震楼神器”的追捧，折射
出的不仅是一部分人法律常识的缺
失， 更是一种扭曲的社会心态和价
值观。总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弱者，
讲道理也没人听， 只有潜规则和拳
头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心态之下，
人们遇事不讲法律、不讲规则，一言
不合就动手，一有纠纷就“震楼”，
打着“自我保护”的旗号理直气壮

地践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公平地说，在现代社会，城市
社区邻里纠纷的化解已经成为一
个社会治理课题，需要调动小区物
业、社区、社会组织、公安等多方力
量，综合施策。但是，这首先需要我
们每个人及时矫正心态，放弃不讲
理的思维， 克制非理性的情绪，自
觉走合理合法的维权之路。 须知
道，生活不是战场，无需一较高下。
邻里纠纷之中，只有当事人发自内
心地“息怒 ”， 才 能 让 所 谓 的“神
器”及时“息震”。
汪莹

共享单车其实重塑了产业链

位于北京朝阳区东风乡附近的一
处ofo车辆维修点近期“火”了。一条
数百米的路段旁， 堆满了待修的ofo
共享单车，高度约2米多，远远看上去
像是一座黄黑 色 的“小 山 ”。 在 待 修
单车堆里，修车师傅一辆辆地检修损
毁的共享单车。近期刚来这个修车点
工作的聂师傅称，这份工作是“一个
新兴的老职业”。（4月11日《北京青
年报》）
由于各地城市的交通规划以汽车
为主导，自行车道很少，加之城市规模
越来越大，市民出行距离拉长，造成市
民骑自行车频次降低， 自行车存量和
销售量均大幅萎缩， 自行车维修点也
逐渐从街头消失， 很多维修师傅转行
修理电动车，或者从事其他行业。在共
享单车快速崛起后， 因大量单车遭到
损坏需要修理，平台急招维修师傅，挽
救了这一个即将消失的职业。

共享单车维修师被称之为“新
兴的老职业”， 如果没有共享单车
带动的话， 这个职业很难火起来。
目前共享单车市场参与者众多，单
车投放数量巨大，用户总量已经超
过2000万人，单车自身损坏和人为
损坏数量也不断增长。共享单车坏
了，自然是需要修理后才能再次投
入市场，就直接催生对维修师傅的
刚性需求。
而且， 共享单车不仅带火了维
修师傅，还重新塑造了产业链，形成
新的市场格局。 因共享单车市场需
求量巨大， 预计全国远期投放目标
是2000万辆， 对自行车产业形成刺
激效应。 单车和配件生产企业均接
到大量订单，纷纷扩充产能，部分上
市公司的业绩也随之改善。
“共享单车不仅把自行车这种
传统的交通工具带‘火’了，连好几
家濒临倒闭的自行车生产企业，也

被共享单车带‘活’了！”李克强总理
在4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谈到
了 实 体 经 济 的 转 型 升 级 。“更 重 要 的
是，不少共享单车采用复合材料，搭载
GPS定位系统，本身就是基于传统自行
车的升级。 共享单车本身虽属生产性
服务业， 但最终带动了传统实体经济
的转型升级。”
共享单车对实体经济转型的推动
作用，从自行车厂商、维修师傅、配件
供应商等一系列 环节的受益情况，即
可看得清清楚楚。以共享单车、网络约
车、网络订餐、电商等为代表的新兴产
业，在崛起之时，虽然对传统产业形成
挑战，但其对产业链重新塑造，带动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 创造出更多就业机
会。 因此， 要给予新兴产业充分的肯
定，在政策上予以支持，维护公平的市
场竞争环境， 切勿用行政手段保护落
后产能， 不必人为阻挡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之路。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