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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旅游厕所是完善旅游硬件配套的重要一步，也是提升游客满意
度和舒适度的重要部分。干净舒适的公厕，往往能够为城市和景区赢得
更多的加分，让市民游客感到温暖和贴心

在 2015 年
成立旅游厕所建
设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开展为期

3年的厕所革命，逐步打造“数量充足、布局
合理、设施完善、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
有效”的旅游厕所服务体系。去年三亚全
市共新建改建旅游厕所163座，今年计划新
建改建旅游厕所 73 座。（2 月23 日《海南日
报》）

出门在外，如厕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
题。但在国内，国人对如厕问题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很多人认
为厕所是一个污秽之地且又是隐私之地而
羞于启齿。与动辄千万元投入的基础设施

相比，厕所的建设和管理并不受重视。这
种现象在一些旅游景区尤为严重，景区厕
所不仅“脏、乱、差、少、臭”等，管理方式也
较为陈旧和粗糙。导致一些游客明明内
急，却不想踏进景区厕所一步。即便是最
终被迫进入厕所，也要屏息忍耐不愿多待
一秒。这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无疑是一道
硬伤。

如厕看似小问题，但这样的小细节往
往也可以成为观察城市文明程度和管理水
平的一个窗口。恶臭冲天的城市厕所会给
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和旅游体验，势必会
影响到旅游城市极为看重的旅游评价和口
碑，而且也折射出城市文明程度和管理水
平的高低。一个文明程度和管理水平低下

的城市，即便风景再美也很难获得游客青
睐。而在全域旅游越来越成为发展趋势的
当下，公厕建设更显得重要，这些细枝末节
反倒更能让游客产生亲切感。

三亚作为旅游城市，这些年对公厕建
设极为重视，目前三亚已经建了 1257 座公
共厕所，并制定了公厕管理的相关规定。
今年 2 月，国家旅游局在武汉举行的 2016
年全国旅游厕所工作现场会上宣布厕所革
命表彰名单，三亚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被表
彰的 8 个 2015 年厕所革命创新城市之一。
成绩是显著的，但从现实情况看，如厕难还
存在于一些地方，尤其是在节假日游客如
厕难现象还存在。因此，我们还需要在详
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建设更多的公厕。今年三亚市计划新建改
建旅游厕所 73 座，这将有助于缓解节假日
市民游客的如厕难。

实际上，整改旅游厕所是完善旅游硬
件配套的重要一步，也是提升游客满意度
和舒适度的重要部分。干净舒适的公厕，
往往能够为城市和景区赢得更多的加分，
让市民游客感到温暖和贴心。在很多旅游
业发达的国家，无论是景区还是机场的公
共厕所，不仅整洁干净，而且还会有工艺品
的装饰。厕所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污秽不
堪之地，反而是能够让市民游客陶冶心情、
转换心情的地方，这种经验值得学习和借
鉴。

当然，厕所问题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政府部门要加强公厕的建设和管
理，保持公厕的数量和干净整洁，确保硬件
跟得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另一方面还需要
市民游客在如厕时注意个人卫生和素质，
维护好公厕环境，在软件上也不能落下。
如此，才能够实现“数量充足、布局合理、设
施完善、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
发展目标。

发展全域旅游应重视厕所建设
□ 孙显矩

本报时评
八面来风

乳企不怕总局“黑名单”
极具讽刺意味

（本版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

在不少人眼里，国内导游俨然成
了专事坑骗游客的掮客。2 月 28 日，
新华社一篇报道则为人们展现了导游
的另一面。近年来，导游生存状态急
剧恶化，业界对导游的评价是，干着教
授的活，拿着农民工的工资，担负着全
团保姆和心理医生职责，随时面临各
种危险……在与一些导游的有限接触
中，感到这的确是导游的一种真实写
照。

本该视顾客为上帝的导游，有些
人为何态度如此恶劣？这说明导游急
了。导游急了，是因为自己没能从劳
动中获得收入，甚至还倒贴钱。而这
又是因为，导游被旅行社“捆绑”进了
不合理的低价团、“填坑团”（先垫付
相关费用），必须从游客购物等环节赚
回来。对此，导游又难以说“不”。《旅
游法》规定，导游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必
须接受旅行社委派。在这制度和现实

背景下，导游和游客实际上都是受害
者。

《旅游法》实施近三年，国内导游
行业又将面临变局。据悉，今年国内
将在深化导游管理体制改革上实施系
列举措。如取消“导游必须经旅行社
委派”，放开导游自由执业，建立导游
服务预约平台，等等。这是从另一个
方向入手，通过改革导游管理体制、改
善导游生存状态，达到提高国内导游
服务质量、减少旅游消费纠纷的目标。

以往，对导游粗暴对待游客、坑害
游客等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毫不
手软，一律严加处理。但这一手固然
是硬了，导游生存状态若无改观，相关
现象仍难以根本遏制。现在这么做，

“软硬兼施”，或许正合所宜。导游不
再受旅行社制约，是借助市场化手段
来改变其身份地位。但这么做会让事
情变好，还是变得更糟糕，须进一步考

量。如果相关政策加剧导游间恶劣竞
争，只不过矛盾发生转移，依然会出现
低价拉客、粗暴逼迫游客购物等现象。

好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如今可搭
建导游统一预约平台，让导游和游客
进行双向选择。这样做，服务者与消
费者的信息对称了，定价机制也会趋
于科学合理。此外，旅行社的利润不
能再通过压榨导游和游客获得，也就
可能取消低价团等不合理模式。不
过，导游都“上网”了，游客反倒可能
难以选择。所以，在推进导游自由执
业的同时，可引入打好评、差评的评价
体系，辅之以在线投诉与处理机制。

导 游 不 再 受 旅 行 社 盈 利 模 式 制
约，可以靠自己的真正本领吃饭；游客
可对服务质量如实、及时评价；监管部
门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对导游进行动态
化管理。这样一来，国内旅游生态的
改善将值得人们乐观期待。

导游自由执业须引入评价体系
□ 顾 昀

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安全备受关注，27
日，去年抽检出现不合格产品的奶粉企业
中，17 家企业经过国家食药监总局审计后
仍然存在食品安全管理问题。（2月28日《京
华时报》）

都说奶粉的质量越来越好，越来越让消
费者放心，现在看来恐怕也未必是如此。
以陕西圣唐秦龙为例，其生产的羊奶粉去
年曾16次上了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黑榜。另
外，号称全国最大的羊奶粉企业陕西红星
美羚去年登陆新三板，但是作为一家民营
企业，其去年也是数次上了黑名单。多次
上“黑名单”仍然屡教不改，产品仍然不合
格，由此不难发现，“黑名单”对这些企业已
经起不到应有的震慑效果。

症结出在哪儿？乳企为何不怕上“黑
名单”，这让人觉得怪异。现在“黑名单”威
力一向很大，许多企业是深感恐惧的，一旦
上了“黑名单”，企业的声誉就受到影响，销
售量就会降低，监管就会变得更严厉，可为
何这几家乳企却是无动于衷呢？原因只有
一个，他们没有感受到危机，换言之，就是生
产没有受到影响，甚至销售也没有受到影
响，这固然有消费者没有关注相关信息有
关，更与监管部门的措施不给力有关，惩罚
力度不强有关。

既然设立了“黑名单”，就不能让“黑名
单”变得儿戏，应该发挥威力，像整改这样
的大事，决不能轻描淡写，一方面要做好宣
传，广而告之，哪些企业产品不合格，让消
费者一清二楚，从而选购产品有所选择，另
一方面惩罚要严，罚款不能太低，该停产的
就停产，如果罚款罚极少的一些钱，又不停
产，企业自然不会将“整改”放在眼中，自然
不会认真对待“黑名单”。 （王军荣）

最近，为保护处于当地修路规划范围
的两棵 500 年古树，陕西某地村民自发购
买监控设备，备受关注。

数百年树龄的古树，对研究当地气
候、物种演化有科研价值，还寄托着当地
居民的情感和乡愁。古人云，“名园易得，
古树难求”。古树是记录地球生态变迁的
活文物，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物种资源，记
录了大自然的历史变迁，构筑了绝美的生
态奇观。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对于保护自
然与社会发展历史、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一些地方，古树名木受人为
活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由于古树名木
的珍稀性，名木制作的工艺品价格接连走
高。一些地方盲目推动“大树进城”，导致
古树名木被擅自移植、盗伐盗卖的现象时
有发生。古树名木保护更大的挑战，是道
路建设和城镇发展。面对这些“拦路树”，
绕道还是毁树，往往让建设施工方困惑不
已——“毁树”乃举手之劳但可能遭人诟
病，而“绕道”面临增加动辄数百万上千万
元的工程成本。

可喜的是，随着人们对古树生态环保
价值认识的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绕道”。比如云南修建思小高速时，规
划范围内有棵 200 多年的古树就在路中
央，考虑到古树迁移很难成活，工程指挥
部最后选择延长匝道，绕开古树。

更令人鼓舞的是，保护古树不仅有越
来越多的民间自觉，还有许多地方正将保
护古树纳入法治轨道。去年 11 月，有着
21.84 万株古树名木的浙江省宣布，将出
台《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将古树名木
保护纳入法治轨道，以明确法律责任、细
化保护标准。最近，全国绿化委员会再次
强调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有关方面
还宣布将着手建立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数
据库，对古树实现更加全面有效地保护。

古树枝柯少，枯来复几春。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每个人记忆中的那些童年古
树，都能在政府和公众的呵护下枝繁叶
茂，安享天年。(陈娟)

给古树让路，赞！

近日，浙江温岭一中学在开学典礼上
用肉来当奖学金，奖励给 45 名优秀学生。
学校称是为了让家人分享孩子的喜悦。

浙江温岭这所中学，今年已经是第三
次用发猪肉的办法奖励学生，他们将采买
好的肉按 5 斤、3 斤的标准提前称好，用以
奖励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同学，每年是
45 名左右。所以会坚持三年，一定有其

“坚持”的道理——
其一，用猪肉代替奖金，营造出融融

的暖意，尤其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更有了别样的快乐。试想，当一家人
分享孩子用勤奋换来的成果，该是何等的
惬意与喜悦。而孩子，也会受到“成就感”
的再次激励，成为继续奋斗的动力。其
二，发现金固然可以让获奖者各取所需自
由支配，但那点钱（一等奖 50 元，推算二
等奖也就 30 元左右）一旦汇入家庭收入，
就会被稀释淹没，冲淡了奖励的价值，远
抵不上几斤肉产生的影响。家长称赞这
种奖励“非常接地气”，就是由衷地赞美和
肯定。其三，分享快乐，就会让快乐更快
乐，而钱似乎就没有这种功能。有位孩子
的爸爸用两斤半烧成红烧肉，另外一半送
给了亲戚。还有些学生专门送去孝敬爷
爷奶奶。这种场景，是不是更加感人、更
加温馨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束脩”礼仪。学
生与教师初次见面时，必先奉赠礼物，表
示敬意，这就是“束脩”的来历。而“束脩”
也成了拜师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拜师
时学生先向老师鞠躬，然后奉上“束脩”，
这样，孩子才算正式入门。

如今，浙江温岭这所中学活学活用，
将肉反其道而用之，结果用出了新意，收
到了奖金不易收到的效果。表彰奖励是
我们经常看到的活动，但怎么奖才能使奖
励效益最大化，放大自豪、激励的能量？
这可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愿上述事例，
能给我们一个举一反三的借鉴。（雷钟哲）

猪肉奖学金令学生
吃出喜出望外的“成就感”

热点评议

智能托老
近 日 ，融 入“ 互 联

网＋”元素的一处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在保定市竞
秀区投入试运营，主要服
务 生 活 可 自 理 的 老 年
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