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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进城费的凤凰将成“传奇”

□

成都商报评论员 徐琼

庆幸于近八成人相信“教育改变命运”

贫困县公仆开豪车

令贫困群众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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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曾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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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李迎春

徐峥“卷袖敞胸”

上演真实“泰囧”

□

湖北 张西流

火车票定价

究竟该采何模式

什么样的城市能把自己弄成“围城”，向所

有来客收进城费？这样的“传奇”如今就出现在

了凤凰。该县日前对外公布，从4月10日起，对现

有旅游服务管理体系实施调整，变“凭票进入景

点”为“凭票进入景区”，这意味着今后游客进入

凤凰古城多了一道148元的“门槛”。

凤凰县城位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凭票进入

景区，就是凭票进城的委婉说法。以往，游客进入凤

凰古城景区并不需要购票， 游览古城内的沈从文

故居、 杨家祠堂等九大景点需购买148元的套票，

游览南华山神凤景区需购买108元的门票。此次调

整即将两者合并，进城就得购票，票价统一为148

元。显然，此举跟当地“门票经济”不够理想有关，

游客数量与门票数量有较大落差，游客多，购票的

少，使古城“不得不”打起“进城费”的主意来。

为什么游客远道而来，却不去看所谓“景点”？

古城的优越性在于其建筑群的完整与生活方式的

遗留，凭此供给游客对过往历史的怀旧体验，包括

闲适与安详，游客大可不必非要看什么大院，找个

民居客栈住下就能感受。另外，景点票价过高并捆

绑销售，也是游客进城而不“看景”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门票依赖症是中国风景名胜区的

通病，只是没想到传染得这样快，从山野蔓延进

城市，几大古城毫无免疫力。山西平遥，城内景区

通票高达150元， 但好歹进城简单逛逛还是免费

的；四川阆中，虽然景点门票价格不低，也没有进

城费一说；大理曾经放出风声想仿效丽江，但在

一片反对声中未果。

迄今为止，真正收取进城费的古城唯云南丽

江而已， 也因遭遇民间抵制名存实亡。 丽江从

2001年起以 “古城维护费” 为名向游客收人头

费，至今涨至80元。实行起来却发现操作困难，比

如2008年丽江征费游客人数226万， 而实际游客

人次是635万。原来，通过团队游客购买、景区景

点代收查验的收费方式尚可，但面向散客的宾馆

客栈代收却遭遇狙击，原因很简单，古城居民和

商家欢迎游客免费进城、付费消费。

本来，古城游为本地服务业带来繁荣，但由

此增加的税费并不让当地政府满意，高价、直接、

一个不漏、 现金方式的门票才是最受青睐的财

源。凤凰旅游的门票“新政”，固然引来外地游客

不满甚至愤怒，古城居民恐怕也心怀忐忑。高昂

的进城费，挡住多少客人，就会挡住多少古城人

本可期待的商机。

无论自然还是人文遗产，都不仅属于当地人，

也是全体国人甚至全人类的。 现代旅游业的本质

是开放共享，“进城费”是一种“自闭”式倒退，尤

其对于凤凰这等产业结构单一、 高度依赖旅游业

的小城，倚门自闭在某种意义上恐怕是慢性自杀。

由景点门票升级为“围城”收票，不仅与《国

民旅游休闲纲要》 提出的稳定景区门票价格、逐

步实行低票价的大势相悖，而且对外来游客与本

地居民都无异于“竭泽而渔”。别让湘西小城凤

凰回到沈从文的书中，只是一个“传奇”。

201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

查报告日前发布，调查显示，多数公众积极评价

近年来教育公平状况的改善， 但仍有26.7%的公

众对彻底治理“择校热”缺乏信心，并有24.3%的

被调查者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报道标题是“超两成人不相信‘教育能够改

变命运’”，经由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后，引起网友

议论纷纷，大家不禁感慨“读书无用论”正在抬

头，并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教育改变命运”为何

不被人信任……

但是且慢，别被新闻标题牵着鼻子走，别让

记者的立场影响事实判断———调查显示超过两

成人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换个角度看，

这不就是说，有近八成人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

运”吗？如果这篇报道的标题换成“近八成人相

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想必会引起截然不

同的反响。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没有哪一种信仰可

以让所有人信奉， 多达近八成的人认可并相信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何其难能可贵，这个比例

肯定高于相信爱情的人数比例，甚至高于相信房

价继续上涨的人数比例，当然更高于相信“现行

高考制度不存在地域不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语）的人数比例。社会转型期，在各种观念的冲击

下，仍有近八成民众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让人何其庆幸和欣慰！

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教育都是

改变人们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新任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年在安徽凤阳当知青，1977年参加高

考，他说：“我是在田头锄地时得到高考录取通知

消息的”，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激动心情。正是教育

让他拥有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法学学士学位，并

通过不懈努力逐步成长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回过

头来看，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恢复高考是多么功

德无量之事， 它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乃

至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有人可能会说，时移世易，如今情况已大为

不同。我对此的看法是，当前确实存在种种社会

不公，比如“拼爹”之风让一些努力读书而无权

无势的人在就业竞争中落败，似乎“拼读书”不

如“拼爹”。但是，有资格“拼爹”的毕竟是极少

数人，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拼教育”，何况，对没

资格“拼爹”的普通人来说，不“拼读书”又能拼

什么呢？ 教育未必一定能改变每个人的命运，但

环顾周遭，眼见为实，教育毕竟切切实实地改变

了很多人的命运，如果没有教育，很多人就会失

去改变命运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

一边批评社会不公一边相信 “教育能够改变命

运”，所谓“读书无用论”并没有真正抬头，或者

说此论并没有多大市场。

近八成人仍然相信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这份难得的信任需要用心呵护。希望种种社会不

公能够被消除，让“教育改变命运”在更加公平

的社会环境下得以更大程度地实现。

去年底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厉行

节俭风行全国。 中央削减开支的目标

是什么？李克强总理说“用于民生”：

“民生支出是刚性的， 不能减， 只能

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这是

中央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

这种全民节俭的氛围下， 陕西贫困县

石泉县政府大院内丰田霸道越野车扎

堆的新闻，就难免显得十分刺眼。

虽然石泉县很快就通过官方微博

回应称那些车辆都非违规， 但这句说

辞根本不足以化解人们的质疑。

关于公车，2004年 《中央国家机

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

白纸黑字： 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

2.0（含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

的轿车。部长级（包括副部级）干部才

享有专车编制。2012年，包括北京在内

的部分地方启动公车改革， 一般公务

用车现已按双“18”规定进行：即18万

以下/辆，排量1.8升以下。陕西省正好

也在改革范围内， 其出台的地方规定

还特别强调，“市、县、乡党政机关购

置公务用车应选用国产品牌汽车”。

无论参照上述哪一级的规定， 石泉县

恐怕都很难自圆其说，“不超标”的说

法从何而来？

更何况，石泉县是一个“国家级

贫困县”，身为贫困县公仆，未能带民

众脱贫致富已难免气短， 又怎能在主

人们尚挣扎于贫困线之时， 大肆贪图

个人享受， 这非但昧了职业操守和道

德良心， 与中央政府关注民生疾苦的

用心也严重背离。

当然， 石泉县的现象大概只是公

车问题的冰山一角， 公车超标早被各

地民众广为诟病， 这也正是新一届中

央领导班子决心重拳整治的原因。习

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

就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

克己奉公、勤政廉政，关心人民疾苦，

为人民办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 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

斗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伊始

便与民“约法三章”，明确表示“三公

费用只减不增”。

而且，民众已能看到务实的行动：

工信部刚发布的《2012年度党政机关

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 （征求意见

稿）》中，奥迪、大众、丰田、别克等外

来品牌全部消失；3月19日， 中纪委点

名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典型问题，其中就有“陕西省白河县

县委书记借用企业越野车使用”。

这些足以给石泉等地上述 “超

标”“违规”做法敲响警钟。

交通运输部21日举行例行新闻发

布会，发言人何建中表示，公路运输特

别是客运是政府指导价， 由市场机制

来调节，航空运输基本是市场调节，铁

路的票价应该由有关部门加强监督，

但是作为铁路总公司， 企业应该有相

对的经营自主权。

随着铁道部被分拆， 人们对票价

可能上涨的担忧日益加重。 对何建中

的此次表态， 不少网民将其解读为是

为火车票定价方式确定基调， 这意味

着今后铁路总公司基本享有定价权，

有关部门享有监督权。 这种定价模式

是否可取，值得探讨。

要找准目前火车票定价的最佳模

式，一是要遵循法律，二是要找到一些

参考坐标， 将铁路公司放在情形类似

的不同框架内比较考虑。

首先，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

法》第三条：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

垄断经营的商业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应当实行价格听证。就目前而

言，火车票价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铁路

既是公用事业，又具有公益性，还是自

然垄断行业。在定价程序上，是否应当

依法走听证程序，的确需要认真考虑。

其次，从交通运输格局看。航空、

公路、铁路几家中，除铁路外，基本都

实现了市场化。 航空和公路都有真正

的市场主体———企业， 相互之间存在

竞争的市场关系。这为航空、公路运输

业自主定价也即市场定价提供了条

件。 新成立的铁路总公司无疑仍属垄

断性质，虽然也是企业，但短时间内还

很难说它已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

主体，竞争无从谈起。这种情况下，铁

路的自主定价权相当于不受制衡的巨

大权力，与航空、公路的自主定价权完

全是两个概念。所以，在铁路行业没有

真正市场化之前， 让其享有市场主体

具有的“自主定价权”相当危险。

最后，从垄断企业的定价机制看，

铁路总公司是否享有自主定价权也值

得商榷。像国家电网属于垄断企业，但

各地电价调整却都要听证。像中石油、

中石化属于垄断企业， 但其定价权却

是受限的，真正的定价权在发改委。铁

路总公司的垄断程度比这几家高，公

益性不输这几家，却享有定价权，这似

乎很难解释得通。

总之， 在铁路客运尚未真正市场

化之前， 火车票定价需要一个有效的

制衡机制，一家定价的权力实在太大。

这一制衡，不来自铁路公司内部，也不

全来自有关部门，而主要来自乘客，即

来自亿万消费者。

日前，因其自导自演的影片《人

再囧途之泰囧》 推动了泰国旅游业，

导演徐峥受到了泰国总理英拉女士的

接见。原本好事一桩，却被亚洲通讯社

社长徐静波提出问题， 后者指名道姓

批评徐峥不注重社交礼仪，“卷着衬

衣袖子，敞着胸口”随意打扮，有损中

国人的国际形象。

首先得承认， 徐静波批评徐峥

“不注重社交礼仪”，是中肯的———在

我看来，还算是客气。徐峥一行出访泰

国进行文化交流， 受到东道国女总理

的接见，应该是很高的礼遇了。然而，

在女性首脑的面前，徐峥却“卷着衬

衣袖子，敞着胸口”，明显属于仪表不

端、举止不雅、文明失范。从小处讲，是

不注重个人形象和社交礼仪； 从大处

讲， 是对外国领导人尤其是女性领导

人的不尊重，有违国际礼仪，损害了国

人形象。

国际礼仪是维护自身形象，向外宾

表示尊重、友好的交际形式，如果能得

体地运用，必然会对国际交往活动产生

积极的影响。比如，不卑不亢、女士优

先、维护个人形象等，是国际礼仪中的

几个基本原则。特别是个人形象，是所

代表群体甚至所在国家整体形象的化

身。徐峥理应意识到，某种程度上，自

己代表了中国文化艺术界， 甚至代表

了中国民众，举止仪表必须从容得体，

堂堂正正。然而，其在泰国女性总理面

前“衣冠不整”，无论如何已算失礼。

特别是， 在各种类型的国际交往

中，大到政治磋商、商务往来、文化交

流，小到私人接触、社交应酬，但凡有

必要确定并排列具体位置的主次尊

卑，“以右为尊” 都是普遍适用的。在

并排站立、行走或者就座的时候，为了

表示礼貌，男士应当主动居左，请女士

居右。然而，徐峥在同泰国女总理合影

时，却站在了后者的右边，这既违背了

“以右为尊”的礼仪，也违反了“女士

优先”的原则。

虽然徐峥成功地自导自演了影片

《人再囧途之泰囧》，并据称推动了泰

国旅游业的发展， 在促进两国文化交

流和经济合作中也算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其不注重社交礼仪，损害国人形

象的行为， 恰如上演了一部现实版的

《人再囧途之泰囧》。因此，徐峥若想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好一个“形象

大使”的正面角色，首先应该恶补一

堂“国际礼仪课”。要知道，在国际交

往中，尊重国际礼仪，体现出中华民族

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 不仅是国与国

之间正常交往之必需， 也能够给个人

形象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