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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 月 29 日央广网报道：
最近，一段《黄河大合唱》视频
居然被贴上了“搞笑”的标签在
网络流传。这是某单位年会上的
场景。视频中，这首抗战歌曲被
表演者以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
全程“恶搞”，引得台下哄笑不
断。这几年，以另类形式表演的

《黄河大合唱》，已经成为一些公
司年会或晚会的热门节目。

点评：文化多元化发展是好事，但多元化不是无原则、无顾
忌。《黄河大合唱》 这样的严肃经典作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不
该用无底线的娱乐方式来诠释。

@浦东动人：恶搞歌曲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有关部门应叫停
这样的演出，并限制相关视频的传播。

@吖吖就爱看：打着创新的名义，用恶搞来抹黑甚至颠覆经
典场景，只能算是一种伪创新。

@单开双控：因网络空间的随意性、网民言论和行为的自发
性，“恶搞文化”大有喧宾夺主的架势。

据 1月 29日中国青年网报
道：雪后的湖北武汉清晨，看见
环卫工用自己出租车的排气管暖
手，出租车司机屈芳辉邀请环卫
工上车暖手，环卫工上车暖了一
小会儿后，坚持到车辆尾部的排
气管暖，因为怕手套太脏，又懒
得脱。

点评：环卫工顶风冒雪起早贪黑，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公交
车司机节假日照常上班……每个职业有自己的特点，有旁人眼中的

“苦楚”，这很正常。对此，廉价的“同情”意义不大，理解并以实
际行动给予支持才更重要。

@一一：市政工程应人性化建设，或设置环卫工休息室，或
配备更人性化清扫工具。

@腾讯雨巷：一些谦卑让人心疼，更让人无奈，所幸的是世
间还有温柔的心。

@易小小：经常看见一些穿着光鲜的人乱丢垃圾，垃圾桶就
在旁边也不扔，也见到很多人停车的时候把车上的垃圾随便丢一
地，这素质是谁教的？给我站出来。

据 1月 29日《半月谈》报
道：1月26日，云南昭通鲁甸县
委宣传部就“不法者围攻干警”
一事通报称，目前有 6名犯罪嫌
疑人已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 17 名，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此前的1月24
日，部分人员在云南省昭通市鲁
甸县文屏镇崇文社区围攻干警，
辖区派出所所长现场下跪，喊

“给你们跪了”。

点评：公安干警是国家强制权力，派出所所长面对违法行为，
非但没有“强制”，反而无奈下跪，个中原因肯定复杂。这一幕折
射执法环境的恶劣，也反映法治社会建设仍任重道远。

@顾客反馈：执法人员一味地忍气吞声，毫无底线忍让，也
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藕丝莲莲：不利于树立执法者形象，不利于树立法律权
威，还会助长一些人的侥幸心理，给今后的执法工作带来更大障
碍。

@佛丁：应该加大一线执法人员的权限，避免这种尴尬处境。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涂洪长

“杭州变临安、南京变金陵、
西安变长安……”一夜之间，冬
雪的银装素裹，把许多历史文化
名城带到如梦如幻的诗画意境
中。一帧帧美不胜收的雪景，“陌
生化”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城市空
间与景观，引发了人们对“诗意
中国”的审美共鸣。

打量那些刷屏的雪景照片，
有一种现象耐人寻味：雪落在那
些“高大上”的现代建筑上时，
显得平淡无奇；而当长桥短亭、
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等与皑皑白
雪相遇时，总能呈现出让人惊叹
的构图与意境。

这当然不是雪花偏爱古老的
事物，而是人们的眼睛和镜头钟
情于雪景中的“诗意”：日常的我
们，或已习惯了所在城市的拥挤
和喧嚣，触目所及皆是高楼大厦
和车水马龙，而雪给我们带来了
一种轻、一种慢、一种久违的停
顿、一种忘我的宁静。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人们之所以如此瞩目和眷

恋“金陵”“长安”的雪景，正在于城
市钢筋水泥丛林中“乡愁”的流失。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城市
建设存在着贪大求洋、厚今薄古
的冲动。在“推倒重来”和“硬
化一切”的思维下，不少奇山异
水面目全非、不少文物古建轰然
倒下……而经过视觉的筛选、审
美的裁剪，大雪中的城乡面貌有
了特殊的意境，那些被反复强调
和赞美的雪景，引发了我们内心
深处的审美向往。

“人，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
居在大地上。”那些“美到哭”的
雪景，仿佛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
唐诗宋词、水墨丹青的世界当
中。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变化、城
市如何日新月异，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除了物质上的满足，
更有精神上的愉悦。而“银装素
裹”的中国，不正是现代人苦寻
不得、难得一见的诗意空间吗？
由是观之，我们的城市建设，有
必要留一些“没用的地方”和

“可发呆的角落”；我们的生活空
间，应该多一些让人停一停、慢
一慢、想一想的“去处”。

大雪每年来去，不可能真正
重构城市的肌理和面目。然而，
人们对“诗意中国”的审美共
鸣，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提醒：留
住诗意中国，给我们的乡愁多留
一些位置和空间。

留住“银装素裹”的诗意中国

殷国安

推进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让
“悬空老人”轻松上下楼，这几年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
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对待“一票否
决”？

以上海为例。在当地，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已经呼吁了 20 年，
但就是推不动。就政府层面而言，
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审
批环节，二是费用负担和财政补
贴。2011 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把
华怡园作为试点，希望探索一套老
小区加装电梯的可行性方案。当
时，华怡园一号楼的加装电梯审批
手续经历了 46 个环节，和建造上
海世贸大楼经过了同样的审批流
程。2016年，上海市出台 833号文
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审批环
节从 46 个缩减到 15 个，相关程序
也从之前涉及的多部门减到 4 部
门。2014 年，上海市财政局 《关
于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试点
政府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对补贴
标准进行了规定，政府按照加装电
梯施工金额的40%予以补贴，最高
每 部 电 梯 不 超 过 24 万 元 。 可 以
说，政府层面已经为加装电梯作好
了必要的政策准备。

但更大的难题在后面，就是小

区业主的意见难统一。在华怡园一
号楼加装电梯时，其“首轮征询”
的通过率规定为两个 100%，这当
然是很难做到的。后来，上海将

“首轮征询”的通过率由原来的两
个 100%改为“小区全体业主三分
之二以上，加装电梯栋业主90%以
上同意即可”，“未签订改造协议的
业主无激烈反对意见”。最后一条
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业主坚决反
对 ， 90% 业 主 的 愿 望 就 会 “ 泡
汤”。好在华怡园一号楼加装电梯
通过修改方案，获得原来不同意的
一户的同意，最后顺利实施。

叫人为难的是，加装电梯该取
得多少业主的同意，现行法律规定
也不明确。一种说法是，根据《物
权法》规定，小区加装电梯就应该
100%业主同意。这里的依据是，
物权归个人所有，不允许使用少数
服从多数这个原则，从而确保个人
财产不受侵犯。在老小区加装电梯
这类事项上，个人的物权不能因为
大多数人同意而被侵犯。但也有人
不赞同这种说法。上海市政协委员
黄绮认为，老小区加装电梯，首先
要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实施，业主要
同时达到“两个三分之二”才行。

“两个三分之二”，指的是应当经专
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
上、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同意。但实际上，加装电梯往往
因一户人家反对被“一票否决”。
比如，一些地方虽然规定以幢为单
位加装电梯符合“两个三分之二”
要求即可，却又表示“加装方案经
公示且无异议”，这又成了很难达
成的目标。黄绮认为，“一票否
决”并不合理，也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的
规定就应该是“两个三分之二”即
可。

我觉得上述两种观点可以在
《物权法》 的原则上实行统一。一
方面，不能让“一票”否决大多数
人的利益，必须坚持《物业管理条
例》第十二条“两个三分之二”的
规定，只要达到这个要求，加装电
梯的报告就应该被批准，也就是说
可以合法施工；另一方面，“大多
数”人也无权否决“一票”的物
权，以切实维护那些不赞同加装电
梯业主的物权的完整性，如果加装
电梯确实损害了其他业主的物权，
也应该依法维护，他们没有为了大
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物权的法
定义务。

对于不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如
何维护物权，应该按照 《物权法》
第三章的规定办事。例如，根据第
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
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

或者消除危险。”第三十六条“造
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
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
复原状。”第三十七条“侵害物
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
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
其他民事责任。”而对于矛盾如何
解决，则应该根据第三十二条“物
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
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
决。”

这就是说，少数业主如果认为
加装电梯损害了自己的物权，他不
能阻止经过“两个三分之二”的业
主通过的决议，但可以就自己的物
权维护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如果不
能达成协议，可以通过和解、调
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找到
解决物权被损害的救济办法。这或
是防止老小区加装电梯中发生“一
票否决”的唯一途径了。从这个角
度看，上海的做法是可行的：华怡
园一号楼加装电梯就是通过修改图
纸，获得原来不同意的一户的同
意，最后做到了100%同意。

加装电梯如何应对“一票否决”？

据 1月 28日《新京报》报
道：晃动的镜头中，一位极具正
义感的“大哥”在听取求助人的
倾诉后，带领数名小弟出击，用
暴力手段帮助求助人“讨回公
道”。近日，网络间涌现大量宣
扬以暴制暴主题的短视频，点击
量大多在10万+规模，相关账号
认证主体多为文化传播和科技类
公司。由于拍摄手法采用纪实手
段，对观众造成误导。

昔日梁山出好汉，
今朝啸聚视频间。
大打出手讨公道？
扮假为真图赚钱。

套路营销博流量，
靠它自律太天真。
既然早有规矩在，
干吗熟视装不见？

郑晓华 文 徐骏 图

陈女士和孩子在上海迪士尼“小矮人矿山车”门口排了两个小时的队，眼看就要轮到了，结果发现一群人从
出口处进来直接插在了她们的前面。她和其他游客有些恼火，上前质问服务人员后，才获知这是VIP团，可以免
排队，随到随玩。上海迪士尼VIP服务明码标价，共分为两种，一是连续3小时导览，每人收费2700元，每团3
位游客起订，最多8人；二是连续6小时导览，每人收取3000元，限定人数6人至8人。陈女士认为，VIP团其实
就是“插队团”，上海迪士尼为此收取了天价“插队费”，这么做侵害其他游客的合法权益，有违服务合同 （1月
29日《法制日报》）。

怎么看待上海迪士尼“花钱插队”现象

戴先任

VIP 游客多付钱，享受比普
通游客更优质的服务，似乎理所
当然。但 VIP 服务不能以损害其
他普通消费者或用户的权益为前
提。

从记者暗访可以看出，VIP
游客不用排队就被直接安排在游
戏区最好的位置，而且 VIP 游客
想玩多少次就玩多少次，每次都
能占据最好位置，而普通游客往
往只能玩一次，还要随时被 VIP
游客“插队”。VIP游客一个上午
就能玩几个项目，普通游客却只
能玩一个项目。上海迪士尼 VIP
团享受到的“优质服务”，是建立
在牺牲普通游客正当权益的基础
之上，让普通游客长时间排队等
待，换来 VIP 游客的便捷与“尊
荣感”。

上海迪士尼游人如织、生意
火爆，自然存在排队问题。但上
海迪士尼并没有想着解决广大普
通游客排队之苦，而是以“插队
团”的方法来谋利，延长了普通
游客的排队时间。

正如专家指出的，VIP 游客
和普通游客进入园区应该设置
两 套 系 统 ， 如 果 只 有 一 套 系
统，则应该在双方协议上明确
告知。但上海迪士尼并没有在
门票背面的“游览告知”上写
明“普通游客遇到 VIP 团时应履
行避让义务”等内容。没有约
定和告知，“插队团”就直接侵
犯了普通游客的利益，有违约
的嫌疑。

此前，上海迪士尼禁止游客
外带食品，就曾引发公众质疑。
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上海迪士
尼不应该滋长“一家独大”“爱
来不来”的傲气，而应该多一些
责任意识，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在笔者看来，上海迪士尼
的“插队团”现象是在竭泽而
渔，现在爆棚的人气可能会因此
被一点一点给葬送掉。从长远
看，实在犯不着。这里需要提醒
游客的是，大家也应多一些维权
意识，要敢于维权；消委会等部
门也应及时介入，帮助消费者维
权，督促与倒逼企业尊重消费
者。

“插队团”侵犯了普通游客权益
盛 翔

花数倍于门票的钱，买一个免
排队的特权，这就是 VIP 团的本
质。在玩一个项目动辄要排队几小
时的迪士尼，不排队的权利，确实
是一种高价待售的商品，之所以有
人愿意出这个钱，说明他们觉得这
个钱花得值。某种意义上，迪士尼
门票的价格，其实就相当于两三个
项目的费用，你想多玩，要么多来
几次多买门票，要么额外交钱一次
玩够。

如果有人凭借关系，别人都排
队他不用排队，那当然是不合理
的。但是，如果有人凭借多花钱，
别人都排队他不用排队，我觉得其
实很合理。就像同样是坐高铁，有
人买二等座，有人却愿意花几倍的
钱买商务座。商务座的服务肯定更
好，但二等座乘客不会觉得不公
平。上海迪士尼 VIP 团多花钱了，
游玩不用排队，也谈不上侵害了普
通游客的权利。

不是因为有了 VIP团，所以游
客需要排长队；而是因为本来就要
排长队，所以才有了VIP团。这个

逻辑关系很清晰。游客过多排队过
长，上海迪士尼很难解决，它肯定
希望来的人越多越好。而且，迪士
尼甚至不会觉得排队是个问题，排
长队才符合它的利益。有些饭馆，
喜欢雇人制造排队假象，就是这个
道理。如果迪士尼完全不用排队，
说明它离关门也就不远了。

让愿意花更多钱的人，享受不
排队的服务，这是解决排队问题的
市场化方法，虽显得不够平等，但是
有效。迪士尼赚VIP团的钱，不会没
有底线。如果VIP团满天飞，普通游
客几乎没法玩了，大家就会用脚投
票，不去了。也正因此，上海迪士尼
对VIP团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商业不是慈善，商业不讲人人
平等，商业讲的是钱钱平等。这是
一套更有效率、更能真实反映需求
的规则。就像每一款手机游戏，会
有免费和收费两套玩法，上海迪士
尼收费其实也是两套系统，一套门
票加排队系统，一套门票加VIP团
系统。各取所需，丰俭由人。或者
好好排队，或者爽快花钱，或者干
脆不去，玩迪士尼毕竟不是什么刚
需，不必惊诧于它的天价。

有效解决排队问题的市场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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