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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歌
酒店
“六小件”
，
泛指酒店为顾客提供
的一次性免费洗漱用品，
包括牙刷、
牙膏、
香皂、
沐浴液、
拖鞋、
梳子。多数消费者已
习惯于住酒店时使用这些一次性用品。
不过，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从 7 月 1 日起，上海的酒店将不再
主动提供
“六小件”
。目前，
北京市文旅局
正在研讨类似做法，
目的在于引导消费者
绿色、
低碳的消费习惯。
首先要承认，
酒店
“六小件”
属于消费
者住店时的刚需，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
西，
如果酒店不提供牙刷、
牙膏，
消费者自
己也没带的话，
怎么刷牙呢？而
“六小件”
除了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之外，
还兼具
着提升消费者住酒店时的体验，
增加消费
者对酒店的认可和黏性的功能。所以，
很
多酒店在客房配备的“六小件”都十分精
美，或者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乃至已
经成为酒店文化的一部分。
但我们也要看到，
因为
“六小件”
绝大
多数都属于一次性免费洗漱用品，
同时很
多都是塑料制品，这就会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浪费严重；
二是污染严重。消费者不
可能住一晚酒店就用掉一块肥皂，
用坏一
把梳子，穿坏一双拖鞋，所以导致大量虽
然已经被用过但是仍旧可以继续使用的
物品被丢弃，
由此造成巨大的浪费。
正是为了解决浪费和污染的问题，
才
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在酒店推行限制或
拒绝提供
“六小件”
物品。应该说，
这样的
理念和方向是对的，
但是如何更好地推动
和落实，
则大有讲究。采用强制性的手段，
至少在现阶段是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在
于，
绝大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养成住酒店自
己带洗漱用品的习惯，
那么如果酒店强制
性拒绝提供
“六小件”
，
消费者自己又没带，
就只能临时去购买这些东西。而很多消费
者对于购买的这些物品，
可能因为这样那
样的原因也不愿意再带走而是留在酒店
里，
或者是当做垃圾扔掉了，
这同样会带来
浪费，
造成污染，
所以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根本上来说，
不管是现在的
“限供”
还是未来的
“禁供”
，
都需要消费者改变现
在的消费习惯，形成新的消费习惯，也就
是自带洗漱用品住酒店。这样不但可以
减少浪费和污染，体现公民的社会责任
感，同时自己带的东西用起来也更加放
心。而作为酒店，
既然
“限供”
或
“禁供”
减
少了自身的经营开支，
那么也要让利于消
费者，适当降低房价，进而鼓励消费者自
带洗漱用品住店。

路遇野泳小学生
每个人都该一声吼
李英锋
路遇一群小学生在河里野泳，
湖北孝
感一名男子将小学生全部赶走，
并破口大
骂“再来打死你”。该男子拍下的视频被
发到网上后，引来众网友点赞：第一次听
到骂人也这么动听。
在河中野泳溺水的危险系数极大，
对
于身体远未发育成熟且避险能力、
自救能
力、
应变能力较弱的小学生而言，
这种危险
又更添几分。可以说，
危险的河水随时都有
可能吞噬小学生的生命。孝感这名男子路
遇野泳小学生之后，
立刻意识到小学生们处
在危险之中，
并果断出手干预，
将小学生们
从河中驱离。尽管男子的言语有些粗俗，
动
手驱赶其中一名小学生的做法也有些简单
粗暴，
但男子的爱心和责任意识值得点赞。
对于不谙世事、
不听劝阻以及具有逆
反心理的熊孩子而言，
有时简单粗暴的做
法反而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该男子
保护了几名小学生的生命安全，
干了一件
好事，他的出发点值得肯定，其间的一些
做法也值得效仿。
酷热难挨的夏季，
也是青少年溺水事
故的高发季，每一年，都有不少青少年因
在河流、坑塘、水库等水域环境中野泳而
溺水身亡，
在一次事故中溺亡多名青少年
的悲剧也时常发生。就在今年 6 月 9 日，
广西田林县六隆镇供央村新村部河段发
现 5 名小学生溺水死亡。青少年溺水悲
剧接连发生，
令人痛心疾首，
更催人痛思。
对于野泳的危险，
社会已经形成了共
识，也正在想办法防范化解。比如，由学
校、家长教育管束孩子不到河流、坑塘等
水域野泳，培养孩子们的游泳能力，让孩
子们掌握更多的急救技巧、逃生技巧，面
对溺水者理性选择施救手段，
杜绝盲目下
水施救、手拉手下水施救，等等。但熊孩
子总是防不胜防，
成群结伴去野泳的熊孩
子依然不在少数，对这样的熊孩子，光靠
老师和家长是看不住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增强社会责任
感，都应该像新闻中的这名男子一样，本
着呵护生命的态度，多管一管“闲事”，承
担一些
“公益性监护责任”
，
路遇野泳的中
小学生，该出手时就出手，吼一吼，骂一
骂，赶一赶。如果我们都能有这样的意
识，就能拉起一张责任的网，起到责任互
补的作用，
及时发现和制止那些熊孩子的
野泳行为，从而为他们多排除一分危险，
多带来一分安全。

抵制人情评审 制度约束要更有力
今日社评

酒店限供“六小件”
需倡导新消费习惯

6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对外公布。
《意见》明
确，抵制各种人情评审，在
科技项目、奖励、人才计划
和院士增选等各种评审活
动中不得“打招呼”
“走关系”，不得投感情
票、单位票、利益票，一经发现这类行为，
立即取消参评、
评审等资格。
评审专家作为“裁判员”，他们的意见
不仅关系评审的公信力，而且对于科技项
目、奖励、人才计划等的正确实施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各地着力加强科
研领域作风和学风建设，评审规范化、科
学化水平不断进步，但在一些地方，仍存
在着“打招呼”
“走关系”等问题。
《半月谈》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
中打招呼拉票、做工作等现象屡禁不止，
而且，某些打招呼还“升级”了——申报者
通过单位一把手、老专家等给评委做工
作。实际上，任何一种打招呼、做工作的
行为都影响评审的公正性，甚至会引发权
钱交易等腐败问题的发生。不少专家指

只有对苗头性问题努力查究，强化制度约束，才能更
加有效地抵制各种人情评审。除了借鉴“标后评估”的思
路，在“点”上“挖深井”，还可由“点”及“面”，对评审专家的
阶段履职情况考核评价，促使每一位评审专家珍惜自己的
“羽毛”，
坚守底线，不碰红线，
公平公正履职。
出，
扎紧制度篱笆刻不容缓。
抵制各种人情评审，
不仅要靠评审专
家的自觉，
而且最关键还需要强有力的约
束和监督。就此，
《意见》提出有关主管部
门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单位要
建立健全科研诚信审核等有关制度和信
息公开、
举报投诉、
通报曝光等工作机制，
对违反评审评价等规定的，要严肃查处、
公开曝光。接下来，
如何将这些规范要求
在现实中落地，
使抵制人情评审取得理想
效果，
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
比如，完善举报投诉机制，大有文章
可做。鉴于人情评审面临着“发现难”的
难题，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举报奖励和保密
制度，充分调动群众尤其是评审专家内
部、参审者同行之间举报的积极性。因为

他们在临场、专业、视野等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更容易发现人情评审等问题。有了
他们出手相助，不仅能使少数害群之马原
形毕露，也能起到较好的震慑作用，抵制
各种人情评审势必事半功倍。
抵制各种人情评审还需创新举措，
强化管理，完善评价、考核与奖惩机制。
这方面，山东省济南市城建委推行的“标
后评估”之举，可以给我们带来十分有益
的启示。2018 年，济南城建委率先出台
《标后评估暂行规定》，创造性地将评标
委员会成员的评标行为规范性和评标水
平专业性纳入到了考核范围，对打分偏
离严重或存在明显倾向性的专家将通过
数学模型实施“数据定位”。一旦出现了
偏离项，他们会逐一进行分析，如果是因

为评标专家不负责任或其他人为因素造
成的，就要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改正、约
谈、通报批评等惩戒。事实表明，遏制评
标领域不正之风，营造公平、健康、诚信
的招投标环境，
“ 标后评估”卓有成效。
抵制科技领域各种人情评审，不妨借鉴
济南城建委“标后评估”的思路，结合科
研实际，出台相关制度，为“裁判员”戴上
“紧箍咒”。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只有对苗
头性问题努力查究，强化制度约束，才能
更加有效地抵制各种人情评审。除了借
鉴“标后评估”的思路，在“点”上“挖深
井”，还可由“点”及“面”，对评审专家的阶
段履职情况考核评价。比如，对于评审专
家一年或多年的“打分”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对于多次打分畸高畸低，或者经常背
离多数评审专家意见的，及时采取提醒教
育、暂停评审等措施。同时，在横向评比
的基础上奖优罚劣，有利于瓦解一些评审
专家之间可能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形成
“鲶鱼效应”，促使每一位评审专家珍惜自
己的“羽毛”，坚守底线，不碰红线，公平公
正履职。
抵制各种人情评审，净化科研生态，
公众期待能看到更多的制度创新和尝试。

网约车有偿归还失物不妨大胆尝试
为进一步优化滴滴网约车平台协助
乘客寻找遗失物品的流程与机制，滴滴出
行日前公示《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与
建议。办法规定，乘客遗失物品后无法自
行领取，应与司机协商送还方式、时间以
及送还物品的合理费用。
滴滴出行拟出台网约车物品遗失管
理办法，明确司机送还失物要收取合理费
用，可以说终结了无偿归还乘客失物的
“免费午餐”，不仅有法可依，也让滴滴司
机有底气与乘客“讨价还价”送还失物，不
至于做好事而自身受到损失。此举具有
一定的示范意义。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现实中，拾金不昧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或
钱财等成本和损失，究竟由谁来承担，往
往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纷。有一部分网友
认为滴滴司机应该免费送，但大部分网友

认为收取合理的费用无可厚非。网约车
司机拾金不昧不图任何回报，也不索要由
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当然是值得称赞的美
德行为，但如果由于乘客自身过错遗失物
品，司机在保管和送还失物等过程中必定
会造成误工、油费等一些损失，如果得不
到合理的补偿，就可能影响到司机送还物
品的积极性。
不难想象，如果滴滴司机每次送还物
品都要自己贴钱，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了送
还物品的激情，要么声称没有捡到乘客失
物，要么图省事将失物一丢了之。如果没
有充分证据来证明是滴滴司机捡到了失
物，乘客对此也无可奈何，而最终受损失
的还是乘客。
滴滴出台相关物品遗失管理办法，
虽然是企业制度规定，也是有法律依据
的。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拾得遗失
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权利人领取遗失物

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
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由此可见，
只要不是随心所欲地漫天要价，滴滴司
机有权向乘客索要合理的费用或损失。
乘客不能认为送还物品就应该是无偿
的 ，或 根 本 就 不 知 道 有 这 样 的 法 律 规
定。因而，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对《物权
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
要让更多的人知晓“拾金有偿”的相关法
律规定，将能避免拾金不昧行为中一些
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
然而，我国目前相关法律对保管遗失
物等费用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规定
报酬不得超过遗失物价值的比例数，需要
双方协商解决，因而在实践中双方也很容
易产生分歧和纠纷。滴滴出台网约车物
品遗失管理办法，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
试，维护了广大滴滴司机的合法权益。滴
滴应在网约车平台明显位置，说明“拾金

珍稀植物 愿你被世界温柔相待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北京世园会
上一场以中国特色珍稀植物为主题的展览
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源于上亿年前的极度
濒危物种华盖木，
种子要覆盖一年才能萌芽
的伯乐树，附身于岩壁上的杏黄兜兰……
它们有的来自远古冰川，有的出自高山雪
域，
中国山水成为它们的
“避风港”
。
面对一株源自上亿年前的古老植物，
再柔弱的绿色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只有
凝聚保护共识，共同采取行动，才能让这
抹宝贵的绿色永续不竭。
珍稀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无
价的生物宝藏。被誉为“蕨类植物之王”
的桫椤，对重现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被《中国物种红色
名录》列为极危物种的杜鹃红山茶，具有
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中国仅存 500 多

棵的五小叶槭，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
资源。这些中国特有的珍稀野生植物，已
成为闻名世界的“植物大熊猫”。保护这
些物种，不仅能帮助人类破解一些难题，
也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守护人类共同
的地球家园。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
年发展演化形成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
态基础。然而，无序开发、过度掠夺，使得
全球自然环境遭到粗暴破坏，大量珍稀植
物濒临灭绝。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
真谛。中国人民自古崇尚自然，
2500 多年
前的诗歌总集《诗经》，提到 130 多种植
物。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博大
精深的植物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近年来，
中国秉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
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
定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从 1984
年记载 354 种植物的第一批《珍稀濒危保
护植物名录》公布，到 2004 年记载 4408 种
植物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出版，一条条
挽救植物生命的记载令人动容，一株株珍
稀植物重焕生机，
成为靓丽的
“中国名片”
。
从云南香格里拉四五千米石缝中的珍
稀野生牡丹，到怒江悬崖峭壁上的濒危兜
兰，
通过濒危植物保护计划，
诸多稀世花木
得到抢救保护，
在世园会上绚烂绽放。
中国从不吝惜与世界分享珍稀植物的
宝贵资源：源自中国的“鸽子树”珙桐挺立
日内瓦街头，
传递着世界和平的美好信息；
银杏树中提取的黄酮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

人与蚊子如何相处？
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与消媒控
制科目前监测到，今年蚊子的数量较去年
同期要多。同样，厦门今年的蚊子也来得
早来得多，居住在 25-26 层高楼的居民也
遭遇蚊子袭击。这些地方的疾控部门提
醒，盛夏和梅雨季即将到来，蚊子将大量
滋生，市民一定要做好防蚊防咬准备，以
免影响健康和染上疾病。
夏天让人不安和烦闷事莫过于高温
与蚊子，高温可以通过技术来征服，如空
调和电扇，但对付蚊子，直到今天人类也
是有效手段不多。如此的后果是，除了蚊
子叮咬的不舒服和痛苦外，还可以因蚊子
传播数十种疾病，如疟疾、登革热和登革
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黄热病、丝虫
病、
黑热病等。
千万年来，人类与蚊子成为生死冤
家，由于蚊子的演化进程比人类更长，生
存的能力更强，尽管人类有各种能力消灭
蚊子，但还是拿蚊子没有办法。而且人与
蚊子相处也衍生出了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与蚊
子相处才能既让蚊子不危害人类，又有利
于生态的平衡。
蚊子危害人类健康，当然需要驱蚊避
蚊和灭杀，但是，灭杀行为不当，也有可能
造成更大的麻烦。人类使用杀虫剂灭蚊
已 经 陷 入 过 经 典 的 全 球 争 论 —— 由 于
DDT 为代表的杀虫剂的使用，导致了“寂
静的春天”的生态危机，于是全球禁用

DDT；但是，由于非洲缺医少药，疟疾一
直难以根除，世界卫生组织（WHO）经过
权衡认定，可以在非洲疟疾高发区使用
DDT 来杀蚊灭蚊。
不过，现在的最新研究反馈的信息
是，在人蚊大战中，过多使用杀虫剂灭蚊
反而会促使蚊子越来越多。美国犹他大
学的埃德·哈米尔团队最新发表于《生态
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哥斯达黎加的蚊子
对杀死它们和其他害虫的常见化学物质
已经进化出抗药性。与此同时，蚊子的捕
食者（天敌）没有跟上进化的步伐，结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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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的企业规定，乘客如果乘坐滴滴网
约车，就等于默认了这项规定，遗失物品
需要滴滴司机送还的，就应该支付一定合
理的费用给司机。这项企业规定有利于
解决双方由归还失物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值得大胆尝试和探索。
现代法治社会，不应动不动就给人
贴道德标签，不能因为滴滴司机送还失
物索要费用，就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行
为。乘客要与时俱进转变思想观念，理
解滴滴司机索要费用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主动支付相关费用或报酬，将能构建
和谐的社会关系。
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营造一个理解
和支持“拾金有偿”的良好社会氛围，并通
过法规制度确立起来，让好人做好事而自
身不受损失成为共识和常态，好人做好事
便没有后顾之忧，进而促进拾金不昧精神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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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红豆杉中提取的抗癌物质紫杉醇造福
全球。科学家袁隆平利用野生稻基因，培
育出高产优质杂交稻，为增加全球粮食产
量作出卓越贡献；
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带领
团队在青藏高原艰苦跋涉数十万公里，累
计收集上千种植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
为
人类留存泽被后世的基因宝藏……2020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将在中国举办，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保
护生物多样性工作的肯定。
一花一木总关情。野生动植物的命
运不仅攸关地球明天，也与每个世界公民
息息相关。北京世园会以“绿色生活 美
丽家园”为主题，唤醒更多人尊重自然、守
护家园的意识。中国将继续与世界携手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缔造永续发展的
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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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蚊子的数量激增。
现在，人们可能赞同最理想的办法是
利用科技的手段将蚊子灭绝，中国也早就
参与到这样的研究中，例如，研究转基因
蚊和对蚊子引进特殊的细菌，让蚊子绝
育，从而灭绝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
的某些种类的蚊子。
但是，
这样灭绝蚊子也引发了对未来生
态安全的担心，
一是转基因是否会转移到其
他物种身上，
二是如果蚊子灭绝造成生物链
链条的断绝后，
以蚊子为生的生物是否也会
减少或灭绝，
从而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不过，还有一种方法是，降低蚊子寻
找人类觅食的意愿和能力。蚊子确定觅
食目标的重要因素是人类汗液中的乳酸，
蚊子能够感知到人类汗液中的乳酸是因
为蚊子体内有一种称为 lr8a 的基因，如果
也利用基因工程去掉蚊子的这个基因，就
有可能让蚊子不再叮人。现在，经过研
究，去掉蚊子的 lr8a 基因后，这样的蚊子
寻找人类的活动减少了 50%，叮咬人类的
觅食能力明显下降。这样的基因技术显
然比灭绝蚊子的转基因技术要好得多，当
然也存在一定的生态风险。
对于蚊子，目前人类所能做的最好的
方式还是以物理方法驱蚊和避开蚊子，减
少它们的叮咬。使用蚊帐，安装纱门、纱
窗，清除积水，备上蚊拍，使用电蚊香，采
用清凉油、风油精、大蒜等，都是有效防蚊
驱蚊的方法。而且，现在还有一些新型的
防蚊驱蚊工具，如灭蚊灯，原理也在于引
诱蚊子离开人。
当然，如果还能结合以蚊子的天敌来
灭蚊，如蜻蜓、青蛙、蜘蛛、食蚊鱼和豆娘
来杀蚊，
可能效果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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