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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杉
2 月 10 日《新闻联播》的“新春走基
层”栏目记录了春节期间铁路上发生的一
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准备求婚的男孩把
戒指和食盒匆忙塞给女孩，什么都还没来
得及开口就又要分别。男孩在站台上冲
着车上的女孩挥手，却说不出话来，女孩
在车厢里看着男孩塞给自己的东西，低头
抹去泪水，配乐放着《因为爱情》……
这个故事名叫《相约在零点 37 分》，
记录了春节期间两名坚守在各自工作岗
位上的铁路工作者，仅有的短暂的 1 分 52
秒的相聚时间。很多人评价：没想到看
《新闻联播》也能哭得稀里哗啦。
“新闻联
播里的爱情”，为何打动很多人？最关键
的一点，恐怕还是可亲可近。
对于爱情，应该没有人陌生。几乎没
有人不向往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可是很
多人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大多是看来的听
来的，是经过别人加工而来的。同样一个
风景，实地看到的可能和在照片中看到的
大不一样，这就是角度选择的问题。很多
“别人的爱情故事”充满着太多的想象与
虚构，很多人的爱情向往更是经由现代影
视剧训练而来的，更是存在着严重失真。
很难说爱情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呈
现，爱情也不应该有标准照，但大多数人
的爱情，绝对不是影视剧中呈现的。爱情
可以想象，也应该想象，但有些爱情也只
适合想象，不会落到地面上的。不仅是这
些美好的爱情故事，就连大量影视剧呈现
的狗血故事，
也不是爱情的常态。
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次久
别重逢都是时光匆匆。在视频中，男孩和
女孩都反复讲了工作，都讲自己喜欢这份
工作，也知道对方喜欢这份工作。短暂的
相聚，不是因为心不思念，而是因为工作
的缘故只能如此。如果没有敬业打底，这
则爱情故事可能也就“泯然于众人”。很
多美好的爱情，都如这则“新闻联播里的
爱情”，不是因为爱情而放弃所有，而是不
因为困难而放弃爱情。
有网友说，类似的爱情故事，在铁路
上还有很多。诚哉斯言。其实，何止于铁
路，在每个行业都是大量存在。不仅是热
恋男女，就连跨过这个阶段的夫妻，也有
大量类似故事。有一位同事，热恋时总是
聚少离多，现在走到一起，有了孩子，由于
工作关系，也是经常到深夜才回家。一段
时间工作特别忙，每天与家人在星光和晨
光中擦肩而过。在单位年会上，这位同事
讲道，已经好长时间没给妻子一个拥抱，
没听到孩子喊一声“爸爸”时，他哭了，所
有人也哭了。
“新闻联播里的爱情”
具有走心美。很
多人的爱情，
正像这两名铁路工作者，
没有
什么海誓山盟，
只有行胜于言；
没有什么海
枯石烂，
只有平平淡淡。真实的爱情，
总是
与工作生活学习联系在一起的，有挑战就
去面对，而不是去抱怨去放弃。
“新闻联播
里的爱情”
，
既有爱情之美，
也有敬业之美，
叠加到一起，
不仅没有削弱，
而且起到了叠
加效果。与其说人们被“新闻联播里的爱
情”打动，倒不如说人们被自己打动，被看
似普遍其实珍贵的真善美打动。
这则爱情故事也给当前的文艺创作
带来了启示。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
题，但看看现在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影视
剧，要么是过于光怪陆离让人不敢追求爱
情，要么是过于一地鸡毛让人不再相信爱
情。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创造导向的问
题，也有价值导向的问题，还反映着很多
文艺创作者根本不懂市场，根本不懂大众
审美需求。正能量一样有含金量，聚焦真
实的生活、真实的爱情，拍好了一样会有
市场，
这已然被无数次证明。
被“ 新 闻 联 播 里 的 爱 情 ”打 动 就 对
了。这是真实的爱情，是大多数人的爱
情，能被这样的爱情打动，说明我们已经
懂得什么才叫爱情、什么才叫相信爱情。

农家乐既需要特色
更离不开管理
袁斗成
春节期间，笔者和几位朋友相约去
一个乡村景点旅游，
中午时分到附近的一
间农家乐就餐。由于现在是淡季，
那家农
家乐生意冷清，价格特别高昂，卫生条件
也不尽如人意，
让我们难以接受。本来是
到美丽乡村品味风土人情、
地道的家常美
食，
没想到窝了一肚子火。
有关部门培育乡村特色旅游，
农家乐
是
“吃喝玩乐观”
的重要环节，
要注重村民
经营服务观念的改变。一方面要进行相应
培训，
帮助农民提升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
业中的管理、
营销、
经营方面的能力，
也要
搭建采摘节、
美食节等平台，
提高乡村旅游
的附加值。另一方面，
职能部门要强化监
管，
在农家乐推广
“明厨亮灶”
、
明码标价、
退出机制等管理细则，
并疏通游客的投诉、
举报等通道，
全面维护乡村游与农家乐品
质，
吸引更多的
“回头客”
方能长远发展。

消费增长正成为中国经济重要推动力
今日社评

被新闻联播里的
爱情打动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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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不仅是中国人合
家团圆的喜庆日子，也是
百姓最舍得花钱的日子。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刚刚过去的农历除夕至
正月初六这段期间，全国
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
额约 10050 亿元，比去年春
节假期增长 8.5%。
春节消费额超过 1 万亿元，这是一个
激动人心的数据。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
目标，是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而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舍
得花钱，花得起钱。最近几年，随着我国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我国经济增速有所
下降，舆论最为担心的就是民众的生活质
量可能会出现下降。但春节期间出现的
消费高峰生动地表明，这种担忧在很大程
度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更明显的事实
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
我国国内市场正在逐渐兴旺起来，表现在
GDP 构成上就是消费占比不断提高，
已经
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成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国内消费市场出现的这种积极变化，
主要在于在几年来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各
级政府面对经济运行中的暂时困难，推进

尽管春节消费增长的势头喜人，但春节历来是民众消
费的一个高峰，这就需要我们以冷静的头脑来看待目前的
经济走势，
以更积极的行动来推进企业的自主创新，
推进对
企业的减税降费，积极提高民众就业率，促进民众收入增
加，
为消费市场的稳健增长提供可靠后盾。

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积极推进企业
的自主创新，以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高质
量消费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投
入到了自主创新，大量智能家电、新型数
码产品等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另外，随
着中国更积极地融入国际市场，加大对国
外新型民用消费品的引进，也使国内消费
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另一方面，面对经济增速出现下行的
不利局面，政府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
方面入手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稳定就业
市场。在财政政策方面持续推进减税降
费，减轻企业负担，在货币政策方面持续
推进定向降准，仅去年一年就连续 4 次定
向降准，今年年初又推出了幅度较大的全
面降准，保证了企业能够得到及时的金融

支持。在这同时，政府又在提高民众收入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去年底推出
的个税改革中，不仅提高了起征点，而且
第一次推出了专项扣除措施，使民众享受
到了看得见的减税实惠，这对于今年春节
消费市场走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这种持续的改进措施，使我国的
消费市场保持了顺畅和兴旺，在国内和国
际经济走势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成
功地实现了推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引擎从
以前的投资扩张向以消费增长为龙头的
方向转换，经济增长的成果开始更多地由
人民群众所获得，经济增长的模式也由此
更健康。
当然，就目前来说，我国经济运行中
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有的不确定

春节加收
“服务费”宽容不能纵容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饭……
春节期间，
很多人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各
种消费，
可能要加收一定的服务费。涨价
固然意味着消费者要多掏银子，
也会令部
分人感到“肉痛”。不过，针对这种“明码
标价”式的涨价，不少人表现出了理解和
宽容。
（2 月 11 日《人民日报》
）
近年来，
部分服务性行业在春节期间
加收服务费的现象已几成常态，
比如快递
业、网约车、餐厅等。尽管人们对这种所
谓“春节模式”经营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解
与宽容，但企盼加强监管、规避乱象的呼
声仍不绝于耳。人们普遍认为，
对春节消
费加收
“服务费”
的行为，
需要有赖以遵循
的尺度、
幅度与法度。

加收“服务费”，说白了，就是商家借
新春佳节的民俗提高服务价格。对此，
不
少消费者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包容：
过年了，
店里人手减少、
工资增加，
加上天
气寒冷、原材料成本提升，坚持开店的商
家本来就不容易，店员也很辛苦，加收适
量的“服务费”无可厚非。这既彰显出对
坚持节日服务的劳动者付出的肯定和尊
重，
同时也是市场价值规律主动调节和适
应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
当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
不过，正如凡事皆有度的道理一样，
“春节式涨价”可以宽容，但不能纵容，需
要在政府部门有效监管下的规范有序。
比如，
坚持对加收
“服务费”
行为的公开透

明和明码标价，
不搞
“布袋买猫”
或含糊其
辞，让老百姓明明白白消费；可为各行业
的加收“服务费”行为限定幅度、拟制标
准、划出底线，谨防不良商家借春节消费
漫天要价、
坑蒙宰客。
相较于加收
“服务费”
的消费涨价，
人
们更关心春节期间的消费服务质量不打
折、
数量不缩水。比如春节能不能及时打
到车，
服务质量好不好。按照一般性的消
费者心理推测，在气候寒冷、人手不足和
成本增加的春节语境下，
商家会不会以简
化程序、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不正当手
段，大行“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潜规则，让
“春节不打烊”
的宣传噱头沦为
“质量不咋
样”
的忽悠消费者。尤其是饮食服务行业

商家缺斤短两被行拘一点也不冤
据三亚旅游警察支队通报，2 月 8 日
21 时许，
旅游警察支队接警台接到一名游
客报警称，其 2 月 8 日在三亚市天涯区海
坡二横巷三亚凤凰翠屏海鲜店吃饭时被
诈骗。经调查，该店店长苏某平、员工徐
某更为获取不当利益，通过在电子秤上
“动手脚”增加海鲜重量诈骗客人 745 元，
同时二人还承认之前多次采取同样手段
诈骗他人钱财的违法事实。三亚市公安
局依法对徐某更、
苏某平二人处以行政拘
留 15 日，
并处罚款 1000 元。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一些不法商贩在
销售商品时总是会在秤上做手脚，
通过缺
斤短两的方式牟取不当利益。在多数人
已经对此现象见怪不怪的背景下，
三亚公
安机关的严厉处罚显得格外耀眼，
甚至有
观点认为其属于市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
民事纠纷，
应当通过协商、
投诉、
诉讼等方
式解决，
不该上升到行政拘留的程度。
其实，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市场，
却在情理和法理上都站不住脚。要知道，
诚实守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
是
交易主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失信者应受
到惩戒是市场经济得以有序运行的基本
前提。同时，民事、行政和刑事之间没有
绝对泾渭分明的界限，
所有行政责任和刑
事责任都有民事责任的基础，
这是一个从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
通常而言

的消费领域的欺诈在特定情形下已经突
破了普通民事主体间的纠纷，
进而上升到
治安违法乃至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
此外，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
社会危害程度，除考虑到涉案金额外，还
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是否具有
“前科”
、
行
为的地点、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是否认识

到错误、是否及时弥补损失等因素，进而
得出结论。一般来说，
欺诈经营中商家的
主观恶性不大，如商家未尽到注意义务，
导致销售的食品超过保质期或者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
具体到三亚这起通过在电子秤上
“动
手脚”增加海鲜重量诈骗客人 745 元的事

因素甚至还在滋长之中。特别要看到的
是，尽管春节消费增长的势头喜人，但春
节历来是民众消费的一个高峰，在春节高
峰过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国内消费还可
能出现一段平淡期。这就需要我们以冷
静的头脑来看待目前的经济走势，以更积
极的行动来推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推进对
企业的减税降费，积极提高民众就业率，
促进民众收入增加，为消费市场的稳健增
长提供可靠后盾。
春节前夕，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
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
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 年）》，提出了六个方面 24 项的具体
措施。10 部门的这一意见紧紧抓住供给
结构难以满足居民日益消费需求这一突
出矛盾，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着力引导企业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
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消费平
稳增长。
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指引。随着 10
部门提出的各项措施的落实，我国在汽车
消费、新品消费、信息消费、城镇消费以及
农村消费等多方面都将出现较为可观的
进展，今年的国内消费市场，一定能够进
一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郑桂灵
更需确保菜品的质优量足。
春节是国人辞旧迎新、孝亲敬老和
举家团圆的喜庆日子，人们感谢春节期
间那些舍弃小家、服务大家、不辞劳苦、
乐于奉献的岗位坚守者。春节消费可以
成为商家加收“服务费”的盈利机遇，但
绝不能让其成为价码飞涨、质量下滑、缺
斤短两的坑蒙借口。
对此，政府监管部门也要相应实施
“春节模式”
，
确保履职到位、
无缝监管，
敢
于对欺行霸市、
哄抬物价的违章经营行为
依法处置。广大消费者也要摒弃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怕麻烦心理，勇于监督、主
动举报，
积极配合和参与春节期间服务行
业消费市场的管理与整治。

史奉楚
件上，这看似是商家的欺诈经营，实则就
是隐瞒真相和虚构事实的诈骗。因为，
涉
案行为人的主观恶意非常大，
即其是明知
而为之，
故意通过在秤上
“动手脚”
来诈骗
顾客钱财。这种行为的性质与不法分子
在交易时调换商品和用真币调换假币的
做法没有本质区别，
均远远超出了民事纠
纷的范畴，
是赤裸裸的治安违法乃至刑事
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三亚这起事件中，涉
事行为人有多次采取同样手段诈骗他人
钱财的“前科”，说明其主观恶性非常大。
加之在三亚屡屡陷入
“宰客风波”
，
备受公
众关注的大背景下，涉事人依然顶风作
案，
足见其对商业伦理、
法律法规的藐视、
抵制、对抗态度。那么，综合考量各种主
客观因素，
对涉事行为人施加治安管理处
罚完全合乎情理、
法理，
一点也不违和。
进一步而言，这样的处理并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才显得如此处理有些过
重。相关部门理当引以为戒，
不以恶小而
纵容，从严治理欺诈宰客行为，如除拘留
罚款外，还可将宰客商家列入失信名单，
甚至在店外挂上“红牌”，让商家有所顾
忌，不至于视诚信为无物，肆意欺客宰
客。如此才能让人们享受到规范有序、
诚
信至上的消费环境，不至于步步惊心，总
是担心受到欺诈。
漫画/陈彬

让
“零火情”
“零伤情”
成为过年的常态
今年春节，
是北京市五环路内燃放烟
花爆竹限改禁的第二个春节。市烟花办
10 日凌晨通报：春节期间，全市因燃放烟
花爆竹引发的火情 1 起、致伤 27 人，同比
分别下降 94.1%和 12.9%；
五环路内禁放区
继续保持“零火警”和“零伤情”。另据市
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通报，
2 月 4 日晚至 5 日
凌晨，全市在烟花燃放集中时段的 PM2.5
浓度整体好于去年同期，
同比下降 45.7%，
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显著。
记得去年五环内第一次限改禁时，
情况就已经大为改观，就是五环外燃放
也明显减少。而今年，从除夕到“破五”，
笔者无论在西城区的二环路边上，还是
在朝阳区的北四环北侧，连一次燃放烟
花爆竹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不再有刺鼻
的硝烟味，不会再因震耳欲聋的噪音而
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走在路上也不再
担心被突然的爆炸吓一跳……“零火情”
“零伤情”，没有污染和噪音的春节真的
很好。而从去年到今年的实践和变化显
示，
“ 限改禁”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

了解、理解、遵守和支持。
今天的变化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长
期曲折过程的结果。北京曾经是全国最
早实施禁放的城市。早在 1993 年，市人
大就通过并实施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规定》，明确在当时的城八区范围内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虽然此项法规出台之前，
曾在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且民调显示绝
大多数人对此持赞同态度，
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违反禁放规定的现象越来越多，且
呼吁解禁的声音越来越成为主流民意。
以致到了 2005 年，市人大审议通过《北京
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禁改
限”，规定本市五环路以内地区为限放烟
花爆竹地区，
但在规定时限以外燃放的现
象依然防不胜防。
虽然燃放烟花爆竹是延续多年的习
俗和传统，但因为改革开放提高了民众
的收入及生活水平，所以“禁改限”以后
燃放的规模、范围、时间，以及由此带来
的污染和噪音，也不断创出有史以来的
新纪录。燃放虽然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

了愉悦，但也给很多人带来痛苦乃至伤
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环保理念愈
来愈深入人心，反对燃放又再次成为主
流民意，不仅使“禁改限”改为“限改禁”
顺理成章，也使新规得到绝大多数人的
赞同和自觉遵守。
那么，
“禁放”
的路上会否再次出现反
复？短期内似乎不会。其一，五环内的
“零火情”和“零伤情”是形成广泛共识的
结果。否则，即使查处再严，也难免挂一
漏万；
其二，
即使在五环路外，
燃放现象及
由此带来的伤情、警情、火情和污染也都
有所下降；其三，北京以外，很多禁放、限
放城市，
状况也都有明显改观。如杭州市
除夕清扫的燃放垃圾仅 1.5 吨，而去年是
7.55 吨，
2011 年是 210 吨。这些变化表明，
在全国和全民范围内，共识正在形成，并
在转化为行动。
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再次出现反
复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即使在目前，
支
持燃放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市场。如当下
网上也有声音认为，
一年就这几天能有多

本报特约评论员

潘璠

大影响；飞机、火车、菜刀还不安全呢，你
能不用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的声
音也未必不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
要使
“零火情”
“零伤情”
成为过
年的常态，
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是
要巩固禁放成果，
防止反弹。在禁放区加
强检查，
适时适当扩大禁放的区域。二是
要加强宣传引导，达成共识。乘火车、汽
车是生活必需，发生事故是小概率事件，
且可以逐步降低事故；
而燃放并非生活之
必需，
且只要燃放，
污染和噪音乃至伤情，
就是必然或大概率事件。三是从源头入
手，
减少生产和销售。逐步减少烟花爆竹
生产厂家，减少销售网点，并鼓励和督促
生产单位改进工艺，尽可能提高安全性，
降低污染和噪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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