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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论 风生

中央这一次提出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毫无疑问，这是顺应民意的民生之举。这能消
除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造成的不必要拥堵状况，提高高速公路的运行效率，真正让高速公路变得高
速、快起来，真正打造出“全国一盘棋”的高速公路。

头条
评论

最近空姐滴滴打车被害成为
热点新闻，因为犯罪嫌疑人是河
南的，又有无脑网民开始怼河南
人、侮辱河南人，甚至有不嫌丢
人的，微信发布自己录的小视
频，露鼻子露脸的，满嘴脏话骂
河南人。

不仅是这次，几乎每次重大
消息发生后，都会出现莫名其妙
开地域炮的人。他们动辄称，河
南人全是骗子，东北人都是黑社
会，上海人很娘炮，新疆专门出
小偷，北京人嘴很贱。即使是同
一地区间，也常常存在歧视现
象，比如苏南人看不起苏北人，
北京市内城北的看不起城南的，
上海市内浦西的看不起浦东的。

人过一百，样样不缺。不论
什么地方都有好人，也都有坏
人。随意给一个地方贴标签，这
是浅薄无知；无端对一个地方的
人歧视，这是偏执傲慢。

近年来，社会上，特别是网
络上流传着一些丑化河南人的段
子，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甚至
悬挂了“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
伙”横幅，某商品交易会上赫然
出现“河南人免谈”的告示牌，
丑化歧视河南人达到了令人发指
的地步。

哪里的人没有犯罪，哪里的
人没有欺诈的，因为一些河南人
有不光彩的行为，就歧视所有河
南人，不光是无聊，更是无知。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者王文
元说，在我看来，歧视河南人就
是歧视中国人。马云在一次演讲
时也说到，从历史上来讲，河南
是中华文明的祖宗，从地理来讲
河南是中心，中原也是中土，中
国的中讲的可能就是河南这个地
方。

本是同根生，歧视为哪般？
历史上，地处中原的河南，

是华夏人文的渊薮，孕育了无数
文化名人和杰出人才，为中华民
族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贡献。第
一个有记载的商人王亥，就是河南商丘人；春秋时代的
范蠡，是河南安阳人；提出重商理论的桑弘羊，是河南
洛阳人。更有许慎、岳父、司马光……现在的河南人，
也是满满的正能量，魏青刚、洪战辉、李学生、王百
姓、谢延信、任长霞……他们的善行义举，一次次感动
中国。

文明社会需要美美与共，和谐社会不容地域歧视。
当今社会，海量信息快速获取，万里路程一日可

达。你歧视的人可能就在你身边，你的言行可能立刻就
让万人知晓。那些动不动就搞地域歧视的人，动不动就
口出狂言恶言的人，终将自找难看、自取其辱。挂条幅
歧视河南人的，不是最后认错道歉了？美团那个声称招
聘不要黄泛区及东北人士的，不是被单位开除了？这两
天录视频骂河南人的安徽人，不是也被拘留了？

地域歧视往往是极度膨胀的自我优越感，仿佛生活
在权力中心、富庶之地，就高人一等。但是“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今天你歧视的地域，以后可能是你向
往的地方。当年英国人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佬嗤之
以鼻，可是当美国生产力不断发展，居民的消费水平日
益提高之后，英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有首歌唱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
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既然各个地方的炎黄子孙都
是兄弟姐妹，怎么可以恶语相向？热衷地域歧视的“喷
子”，住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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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不善” 曹一 作

端午将至，粽子再次闪亮登场。今年市场上粽
子的馅料口味越来越丰富，除了市民熟悉的传统口
味，还出现了榴莲、宫保鸡丁、小龙虾、鲍鱼、川
香麻辣、燕窝等“奇葩”口味的粽子。（5 月 19 日
《北京青年报》）

吃粽子、赛龙舟是民间习俗，有着几千年的文化记
忆。这种传统习俗之所以流传至今，经久不息，是因为
他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还寄托着国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期盼。月饼、汤圆、饺子看似是一份美食，实则
包含一种文化符号。２０１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列入保护范围，这是国家首次以法保护传统文化。

“奇葩”粽子现身市场，一方面是企业为走创新路
线迎合市场消费需求，更多的是商家为博取眼球采取
的“噱头营销”。据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消费者不能
接受变了味的“奇葩”粽子，主要原因还是“奇葩”粽子
品不出节日的味道。一种产品能否得到消费者认可，
市场是“风向标”和“睛雨表”。从市场销量可以看出，

“奇葩”粽子就是一种中看不中吃的“变味食品”。
端午快到了，当“奇葩”粽子静静地躺在超市的货

架上时，它是不是像在警示商家：在标新立异、博人眼
球的同时，不要忘记让中华文化薪火相传。

“奇葩”粽子
品不出节日的味道

●焦风光

哺乳期母亲把婴儿吃不完的母
乳捐献，给有需求的婴儿使用，这
样的母乳库 5 年前在国内首次出
现。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监管
举措，靠公益支撑的母乳库处于

“蹒跚哺乳”的状态。网上曾出现较
多“母乳交易”的情况，但因存在
较大风险而被严查。（5月20日《北
京青年报》）

母乳喂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
题，可是母乳喂养对孩子来说有多重
要，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世界卫生
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4月11日发
布的包含十项措施的新指导意见中指
出，“在两岁之前对所有婴儿进行母
乳喂养，每年就可挽救逾 82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的生命。母乳喂养还提

高智商、入学准备和出勤率，并与
成年人的高收入相关。对母亲来说
能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

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婴儿食品
和药品，可是由于多种原因世界上
却有不少孩子却吃不到母乳。由于
母乳的特殊性，所以是不能买卖
的：早在2000年，卫生部法监司对
上海市卫生局《关于人体母乳 （初
乳） 能否视为普通食品管理的请
示》作出过批复，其批复是“人体
母乳不是一般的食品资源，不能作
为商品进行生产经营”，进行母乳交
易被查，让更多婴儿远离母乳。

虽然我国个别地方也建立母乳
库，但运营并不尽如人意，南京母
乳库开业后的一年，只有 336 名妈
妈上门捐赠，无锡一家母乳库在
2017年遭遇关门窘境。其实一些妈
妈的奶水是非常多的，孩子根本吃
不了经常溢出，造成奶水资源的巨
大浪费。从目前来看，这些建立的

母乳库都是医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建
立的，主要用于在自己医院出生的
婴儿，但是捐奶人数、捐奶次数、
捐奶量都不大，这是我国已建立的
母乳库面临的共同困境。而且，目
前社会资本均未介入母乳库项目。
这充分说明了母乳捐赠作为新生的
公益事业，没有政府这只有形之手
的介入，母乳捐赠长出的嫩芽也会
很快死掉。

母乳缺少虽然没有缺少血液带
来的显性问题严重，但母乳缺少的
隐性问题同样也不可忽视，不仅
关系着数以万计婴儿的生命，还
关 系 着 妈 妈 们 的 身 心 健 康 。 为
此，国家应像对待献血那样对待
母乳捐赠，实施顶层设计，明确
建设标准、运行管理规范、投入
激励机制以及监管机制等，让母
乳库不再是极少数，让母乳捐赠成
时尚，以提高母乳喂养率，让孩子
和妈妈们更健康，实现多方共赢。

母乳捐赠，需有形之手介入
●李方向

议 堂众

前几天一篇小学生就因在作文里吐槽高温在网络
上火了一把，他在作文里写道：如果你认为最炎热的
地方是非洲，那你就错了！我告诉你吧，最热的地方
是我们的教室。班长将刚从教师办公室抱来的作业贴
在脸上，享受冷气……

学生脸贴作业本“蹭凉”，引发家长“教室装不装
空调”的讨论：一些“虎爸虎妈”类型的家长认为，
过于安逸的生活环境对学生的学习、成长不利；更多
的赞同者认为，孩子的健康是第一位，教室里温度太
高，对孩子的健康无益。

其实，中小学教室装不装空调，是早几年就存在
的争议。教室装不装空调，不取决于家长的态度，也
不取决于教师的善和恶，而取决于居民的经济水平，
政府的财政能力。

大家都想早日实现教室里装空调的梦想，让孩子
逃离苦海，可所产生的经费如何解决？购置空调、产
生的电费以及教学楼老旧线路改造，最终无不落到一
个“钱“字上，如果家长们愿意全部承担费用，如果
政府财政能全部买单，或者政府与家长各承担一半，
教室里装空调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二者都不同意
呢？争论恐怕还会一直存在。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愿更多教
室早日装上空调。

教室装不装空调，
争议的核心在哪？

●黄齐超

5 月 16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的
措施。会议提出，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5月17日新华网）

“要致富，先修路。”目前，我国高速
公路网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完善。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我国高速公路
总里程已经超过了 13 万公里，位居世界
首位。在汽车时代，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网，不仅大大方便了人们开私家车出行，
而且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基础设施保障，发挥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

目前，高速公路在本省范围之内基本

上实现了“一卡通”，车辆只是在进入高
速公路和驶出高速公路时需要通过收费
站，一路上没有其他收费站，也就是上高
速公路时领卡，下高速公路时缴费。但一
直以来，我国高速公路实行的是以省划
界、分省收费的管理体制，导致高速公路
在省与省之间设置了省界收费站，这实质
上就是人为的将跨省的高速公路分成了几
段。

众所周知，高速公路收费站一般设置
在出口，而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基本上建
立在主干道上。这使得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不只是增加了一次收费手续这么简
单，更关键的车辆过省界时一进一出非常

繁忙和拥挤，很容易引发长时间堵车现象
的发生，特别是节假日期间拥堵现象尤为
突出，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俨然就是“高
速公路停车场”。这直接影响了高速公路
的运行效率，让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耗费了
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加重了物流成本，尤
其是对于那些跨越多个省份的物流来说影
响尤为明显。所以，一直以来，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饱受社会诟病，在网上被很多
人骂成是高速公路的毒瘤，取消的呼声比
较大。

中央这一次提出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毫无疑问，这是顺应民意的民
生之举。这能消除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造

成的不必要拥堵状况，提高高速公路的运
行效率，真正让高速公路变得高速、快起
来，真正打造出“全国一盘棋”的高速公
路。而且，这减少了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通
行的时间，实质上就是在降低物流成本。
另一方面，目前各省高速公路过路费收费
标准不一，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有
利于推动高速公路过路费收费标准走向全
国统一，或者单条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实现
统一，减轻高速公路过路费负担。

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面临的阻力和难度都不
小，对于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毕竟这是
直接动高速公路各地运管部门的切身利
益。再者，切实降低物流成本，还必须切
实剔除高速公路不必要的运营管理成本，
让高速公路尽早收回成本，停止收费。对
于收费到期的高速公路，坚决依法停止收
费，不能以各种理由继续收费。

取消省界收费站不只让高速更快
●何 勇

（上接2版）这一口号出现在 35周年国庆游行的彩车
上，被亿万中国人叫响。

在石破天惊中实现突进，在敢为人先中寻求突破，特
区的“特”就体现在“闯”上——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度、第一家外
汇调剂中心成立、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创办……近40年
里，深圳创出约一千个“国内第一”。

坚持市场化为导向，这是深圳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信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充满活力的奥秘。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圳在全国率先建
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实行“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党的十八大后，201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商事制度

改革。改革实施前两年，深圳商事主体总量由不足 100万
户，迅速达到215万户。

改革再推进，创新无止境。
2018年2月，深圳又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对标

新加坡和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价体系为参照。

“深圳发展到今天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
放是深圳最大无形资源和最大的软实力，它像一块磁石，
把所有资源都吸引过来。”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杨立勋深
有感慨地说。

有了市场，梦想就会照进现实。
今天的深圳，已成为一座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都市，

拥有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中国五大
航空港之一，拥有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
威、恒大7家世界500强企业。

改革开放，释放出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起人
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
局面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深圳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
的心血和付出。

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工，
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娘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蛇
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1989年的百万民工“南下
潮”，更是让深圳成为外来工聚集最早、最多的城市。

“我要向你们鞠躬！”2007年，郑艳萍等凯达姐妹登门
探望袁庚，这位90岁的老人取下帽子，向第一代打工妹深
深鞠躬，对特区建设者致敬。

奋进新时代——高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伟
大旗帜，在新的起点上构建新格局，争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范例，续写改革开放新史诗

这是全新的时代方位，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加自信的
姿态推进改革开放——

从深圳放眼粤港澳大湾区，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正

不断出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正式印发、香港与深圳
共同发展落马洲河套地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深汕特别
合作区建设不断推进……

从深圳放眼全中国，更开放、国际化的中国城市群，
正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对标2035年发展目标的深圳
新规划正紧锣密鼓编制，新时代的雄安城正进入新一轮规划
建设实施阶段，北京总体规划明确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
之都，上海计划到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从深圳放眼全世界，经济特区经验正为国外特区建设
带来有益参考。此时此刻，一波又一波来访的海外人士正
在深圳“取经”，寻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密码。

这是全新的改革理念，新时代的中国吹响了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冲锋号角——

加强原始创新，深圳开启创新驱动再出发。
2017年 4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布

莱恩·科比尔卡领衔的两个实验室，落户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如今，这种由诺奖科学家组建的实验室，在深圳
已有5家。

“我们坚持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坚持打基础、谋
长远，着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狠抓以科
学仪器、工业母机、核心芯片、关键零部件等为重点的核
心技术攻关。”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说。

进入新时代，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2017年，深圳万元GDP能耗、水耗持续下降，约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1/3和1/10左右，“深圳蓝”成为城市名片。
深圳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底子薄、基础差、发展

起步晚。为了补课，深圳一方面加大了财政投入，新办学
校和医院，另一方面也向全球教育和医疗人才抛出橄榄枝。

这是全新的精神状态，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将改革进行到底——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
“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实干家。”
……
面对新形势、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步入新
时代的经济特区提出了要求。

“进入新时代，我们奋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向世界展示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窗口’和

‘示范区’，在新起点上再创改革新局，把高质量发展的路
子走对走实走好。”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说。

深圳，这座平均人口年龄仅有 32.5岁的年轻城市，也
正以饱满的活力拥抱新的时代。

岁月更替，改革精神一脉相承。
放眼远望，新时代的中国正掀起新一轮波澜壮阔的改

革大潮……（新华社记者徐金鹏、蔡国兆、张旭东、何雨
欣、彭勇、孙飞）（新华社深圳5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