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假期， 成南高速路上， 部分路段拥堵通
行缓慢， 坐在副驾驶位的一位市民在短短两个小
时 ， 便拍下了约270辆侵占应急车道的违法车
辆。该市民表示，将相关资料整理后准备向交警部
门举报。那么， 有人问： 随手拍违章应该鼓励吗？

点评： 交通参与者可以积极举报各种违法行
为， 但要注意安全第一， 不能违法拍违法。 如，
不提倡驾驶人员采取现场用手机抓拍的方式来举
报交通违法。 其他乘车人， 可以采用视频或拍照
片的举报方式。

乘客高速拍下270辆车举报
随手拍违章该鼓励吗？

近日， 一位儿子公主抱妈妈的视频感动很多
人。 妈妈做了手术， 走路不便， 帅气的儿子直接
霸气地给妈妈来了个公主抱。 妈妈看到有人拍视
频时， 还开心地挥手打招呼。

点评： 好孝顺的儿子， 希望这位妈妈能够早
日康复。

小时候你抱我，现在我抱你！
儿子霸气公主抱术后妈妈

牧民因怕熊住进车里
专家：“藏棕熊”其实不罕见

近日， 广西崇左一高校用两辆观光小火车迎
接新生。 该校老师介绍， 因学校面积大， 校方便
引进小火车方便师生出行， 既可运送行李还可游
览学校。

点评： 贴心又实用！ 学生们好幸福， 相信在
学校的关爱下， 学生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

高校用观光小火车迎接新生
可运行李还可游览校园

前不久， 一条 “三江源地区发现罕见藏棕
熊 ” 的消息引发关注。 相关专家表示， 今年以
来， 青海已发生多起棕熊出没、 伤人事件。 “有
些牧民不敢住帐篷了， 住在车里面， 每天胆战心
惊的。 还有些人不敢放牧了， 想弃牧。 牧民觉得
汽车是铁皮做的， 比帐篷安全， 但实际上汽车是
挡不住棕熊的。”

点评：出于保护人生命安全的急迫需要，应该
尽快启动相关处置工作，比如，研制和生产防熊喷
雾。防熊喷雾普及可以大大缓解熊对牧民的威胁。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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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剪一次发22年不变
为60岁以上老人服务痴心不改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 不但让因为新冠疫情
而裹足不前的国人着实地过了一把类似过大年的
瘾， 也让我国的旅游业加快复苏， 6亿多人次的
出行， 也让游客饱览了大好山河。 不过， 在节日
的喜庆中， 还是出现了好多起不文明的旅游事
件， 其中， 作为每逢假期时的名胜古迹惨遭刻字
涂鸦， 还是没有杜绝。 这类事件， 不但给欢乐的
节日添了堵， 还让珍贵的文物遭遇了难以修复的
尴尬局面。

据报道，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的明长城镇北
台， 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但因为游览游客众多， 几乎每块石砖上都
被刻了字， 每层垛口都看不到完好的石砖。 尤其
是一张长城上密密麻麻的刻字照片让人触目
惊心。

其实， 类似的破坏文物的事件， 几乎年年发
生。 有的当事者遭到处罚， 有的则被教育一番，
有的是不了了之。

这些年， 我曾多次到过八达岭长城， 也时常
见到石砖上不时有 “某某到此一游” 之类的刻
字。 看的出， 有的是用钥匙刻的， 有的是用小刀
刻的。 有的是图文并茂， 有的仅仅是一个名字。
望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刻字涂鸦， 我真为我国这些
美轮美奂、 精湛绝美的文物命运而捏了一把汗。
要知道， 即使是再好的修复技术， 也难以让遭遇
破坏的文物恢复原貌 。 特别是媒体屡屡披露
的那些在丹霞地貌上的刻字， 更是600年内也恢
复不了。

除了长城石砖遭遇刻字不测之外， 在南京明
孝陵明楼上也新刻了不少涂鸦。 这个有着600年
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历经多次刻字涂鸦之
后，国庆节再填新刻字。 有的写着“到此一游 ”，
有的则在花式秀恩爱， 在同一面墙上， 同一个名
字出现 3 次。 而肇事者还没有找到。

毫无疑问， 每年的重大假期， 也是各地文物
经历乱刻字的大考期。 人们或许还会记得前几年
有游客攀爬到泰山景区标志性的 “五岳独尊” 石
刻上拍照； 女子在慕田峪长城墙砖上涂字 “表
白”， 还拍照发到了微博上炫耀。 今年8月， 陕西
榆林靖边龙洲丹霞地貌核心景区外被人为破坏，
一对情侣将名字和心形符号刻在岩石上。 网友拍
摄的视频显示， 除了这处新刻的文字和符号， 该
景点还有多处刻划的 “旧伤”。 可以说， 从八达
岭长城到敦煌壁画 ， 从杭州西湖到四川峨眉山
……我国大量文物、 名胜古迹被游客以刻字、 涂
鸦、 踩踏等方式损坏。 而且， 这样的行为已经持
续多年， 屡禁不止。 虽然各地风景名胜部门也采
取了若干防范打击措施， 似乎还是阻挡不住刻字
大军的屡屡突袭。

看来， 对这类不文明行为， 仅是舆论谴责或
者是批评教育， 甚或是罚款都不足以震慑这些破
坏行为。 对这些以刻字刷存在感的人， 如果依然
是温良恭俭让式的批评， 不但阻止不了类似行为
的蔓延， 还会使我国的文物继续面临潜在的被破
坏风险。 现行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六十三条
的处罚， 仅是上限500元的罚款； 《风景名胜区
条例》 仅仅是处罚50元， 显然都是处罚过轻。 不
少法律专家也建议， 亟需加大法律对此的加倍惩
处。 而山东的地方法规， 对此处罚上限已调到20
万元。 而众多的景区也应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
诸如无人机、 摄像头防范刻字； 对重点地区进行
专人巡查， 对肇事者列入失信与旅游黑名单等。

我以为， 每个人对文物保护不能仅仅是喊口
号， 还应在每一次的旅行中， 切实对文物心怀敬
意， 绝不能允许涂鸦者随意伤害它。

在北京西城南礼士路的一家理发店里， 一元
钱可以让60岁以上的老人们美美地剪一个漂亮
发型， 而这项针对老年人理发的优惠活动， 这家
店一坚持就是22年。 原来， 理发店的经营者叶
伟兵在1992年来北京闯荡的时候， 跑遍了京城，
好不容易在一家发廊落了脚。 他发现一些路边露
天的理发摊， 无论寒冬酷暑， 来等待理发的大都
是老人。 叶伟兵暗下决心， 如果将来自己开店
了， 一定要在店里给老人们留出一块空间。

点评： 善孝为先， 行善不能等 ， 孝心不能
等， 善待老人就是善待今后的自己。

名胜古迹不应成为
涂鸦者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