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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妈与她的

成都冒菜馆

8

日，束河古镇火灾现场封闭

小长假3天

11.8万余人游览青城山都江堰

06

要闻·国内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清明小长假三天，除了扫墓祭祖，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踏青

游春，成都市周边近郊旅游景点，继续迎来短途出行高峰。都

江堰市举行了传承千年的清明放水节， 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民俗活动，成为众多游客的首选。据都江堰市旅建办统计，小

长假三天，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共吸引了11.8万余游客前往，

同比增长了20%。

根据未来都江堰“创新发展、转型升

级”的发展主题和“一城两区”的发展构

架，都江堰从单一旅游目的地向国际旅游

城市蜕变的三个5年工作计划发展战略，

第一个5年左右， 将都江堰市基本建成兼

具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功能的川西旅游

集散地；再用5年左右时间，将都江堰市全

面建成独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四川旅游

中心；继续用5年时间，将都江堰打造成为

成都高端人群聚居地、四川高端产业汇聚

地和西部高端旅游集中地， 世界闻名、国

内知名、西部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

朝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都江堰

市已经在加快脚步了。比如，针对市场格

局变化，都江堰市在今年放水节后举行了

旅游产品推介会，推荐了6条都江堰自驾、

自助游行程，满足游客需求。此外，还介绍

了机场至景区直通车、 星级酒店推荐、自

驾车租赁等业务。同时，推出了以都江堰

为集散中心功能的旅游组合产品，如成都

+武侯祠+都江堰市+锦里+宽窄巷子的三

国文化特色游； 成都+熊猫基地+都江堰

市的大熊猫“萌”旅游。以都江堰为四川

核心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长线组合产品，如

成都+都江堰市+九寨沟；成都+都江堰市

+海螺沟。以都江堰作为川藏旅游“补给

站”目的地的长线组合产品，如成都+都

江堰市+西藏。

同步实施的，还有智慧城市、智慧旅

游的建设。该市在年初全面启动了百米生

活惠民行动，本地市民和来到江堰的游客

在该市都可以使用免费WIFI接入互联网

络， 并能享受当地商家提供的特色服务。

目前已实现古城区域覆盖， 完成壹街区、

幸福镇、玉堂镇、滨江街道、胥家镇等大部

分区域；5月1日前完成二环路内都江堰大

道北侧区域；9月30日前完成全市免费

WIFI覆盖工作。到时候在都江堰随处都可

享受免费WIFI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摄影记者 张士博

转型升级 都江堰建设国际旅游城市

在2270年的春水流淌和历史传承中，

放水节民俗文化活动是都江堰灌区一年

春耕的开始，是全体都江堰灌区人民的狂

欢节。今年的放水节开幕式上，除了原汁

原味按古制进行的放水大典， 熊猫打太

极、快闪的表演方式也是本届“放水节”

的亮点。道教文化、熊猫文化一直以来都

是都江堰的特色文化，该形式把大熊猫元

素和道教文化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吸引不

少游客的眼球。

今年放水节民俗文化活动还广邀海

内外游客、国际友人等亲临清明放水节现

场，见证放水盛事。

“都江堰千年前就修建了大型的水利

工程，造福子孙后代，李冰很有智慧。”来

自美国的外籍教师孔天恩在参观放水大

典时感慨，在中国古代能做出这么大的事

情，很佩服，“今天也让我领略了这里浓厚

的历史底蕴。”

带着孩子参观放水仪式的美国友人

肖恩表示，他很享受这场表演，也十分荣

幸能和孩子们一起分享都江堰的文化。

“这场表演重现了历史的镜头， 它让我们

了解过去的文化和先人的故事，也更清楚

地认识自己是谁。”

历年来， 都江堰清明放水节民俗文

化活动成为都江堰夏季旅游旺季开始的

标志， 也是都江堰开展旅游营销的一种

方式， 都江堰人民通过举办这一民俗文

化活动， 向海内外广大游客发出隆重而

诚挚的邀请， 而今年的清明放水节民俗

文化活动更是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从某

种意义上讲， 今年的清明放水节民俗文

化活动暨夏日旅游启动仪式， 标志着都

江堰旅游发展和国际旅游城市建设又踏

上了新的征程。

千年放水节 拉开都江堰旅游旺季序幕

丽江束河古镇火灾，成都冒菜馆成为调查对象之一

老板娘女儿：妈妈要崩溃了

丽江束河古镇火灾发生后，成都冒菜馆

成为调查对象，老板娘被束河派出所和古城区

公安消防大队问了话。不过，古城区公安消防

大队大队长毛波8日下午称， 火灾原因仍在调

查中。

冒菜馆男老板心脏病发作

成都冒菜馆是长方形的格局，其所在的

房屋一楼有三个铺面， 中间的铺面是经营

瓷器的 “一瓦堂”， 右边铺面是成都冒菜

馆，沿冒菜馆右侧过道上二楼，便是山居岁

月客栈。

成都冒菜馆老板娘万妈的女儿佳佳说，4

月5日深夜，附近三琦驿站的老板打电话给在外

地的佳佳，告诉她成都冒菜馆起火了。佳佳称，

当时三琦驿站的老板告诉她，是房子“中后部

起的火”。佳佳赶紧打电话给万妈去现场灭火，

于是50岁的万妈和52岁的丈夫刘成（化名）从

束河古镇东门附近的住所赶到了龙泉路。 万妈

跑得很快。老伴刘成受不了眼前的刺激，心脏病

突然发作，不得不急忙赶回住所吞速效救心丸。

成都冒菜馆内有4个液化气罐，万妈说，她

一心只想往里冲， 想将它们抱出来。“它们一

旦炸了，整条街至少一半要毁掉。”但她不知

道被谁拉了回来。 于是万妈和大家一起救火。

万妈说，当晚她什么都干过，“扛过水管、搬过

抽水机，也拿盆子到河里打过水。”

佳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成都冒菜馆里间

是厨房，有3个液化气罐，其中一个液化气罐作

为备用。另有一个液化气罐，则在大厅与冒锅、

炉子连接。只有换气时，才搬动液化气罐。

此次火灾一共造成10家铺面损毁，6日和7

日，在成都冒菜馆的原址上，调查人员一直在

照相、搬东西。7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万

妈被消防部门带到现场后又离开。

佳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店里烧掉了一些

木头架子、消毒柜、桌子，“锅烧黑了，但锅里

面的骨头汤还是完好的。”她称，冰柜里的肉

类，看起来都还是新鲜的，“没有烧黑的迹象，

只是沾染了一些黑灰”。

好心人愿为母女提供食宿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是在龙泉路上的三琦餐

厅采访这对母女的，从始至终，万妈的表情显

得有点麻木。佳佳说，因口碑还算好，他们也能

靠馆子勉强糊口维持经营， 但一直没有积蓄，

父亲刘成的心脏搭桥手术， 也一直没有凑够

钱。6日，刘成便乘飞机回了成都，住进成都市

第五人民医院。

“现在，我妈妈属于要崩溃的情况。”佳佳

说，这几天，都是好心人在帮她们。7日，川人川

味饭馆给她们送了饭，后来三琦饭店的老板娘

又提出，没地方吃饭、住宿，可以去他们那里。

“很多人都在问我们，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地

方住，我们很感动。”

佳佳说， 房东也没责怪她们，“说只要人

没事就行， 有什么事， 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

说。”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丽江

放水节现场

在束河古镇， 人们

称成都冒菜馆老板娘为

“万妈”，称她的女儿叫

“佳佳”。

“80%的束河人都到

我馆子吃过冒菜。”万

妈说，每天下班时，她都

要将桌子、凳子垒好，打

扫完卫生后， 她会将液

化气罐拧好， 再用打火

枪测试是否漏气。

万妈和丈夫刘成

2006年来到束河古镇，

他们的老家在成都蒲江

县。那一年，老家的房子

拆迁， 一个在束河古镇

卖服装的远方亲戚对她

说，要不去丽江看看，于

是她就到了束河古镇，

在四方街一侧的龙泉路

上找了一间20多平方米

的铺面经营成都冒菜，

干到现在。

宁洛高速

20余车连环追尾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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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微软抛弃XP�不必进行道德指责

拖延症躲不过楼房“报复周期”

闯红灯难禁绝 根在行人通行不优先

孩子理想当“大官”

“大官”如何做榜样

□

郭元鹏 徐州

最近， 微软宣布

8

日起正式停止对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技术支持，包括

停止提供该系统的补丁和安全更新，也

不再解决此后发现的新漏洞。 继续使用

XP

的电脑可能面临一定的安全风险，于

是网络上一片风声鹤唳， 微软的行为也

被视为“对消费者不负责任”而备受舆论

质疑，乃至道德拷问。

央视财经频道就评论称， 对软件开

展售后服务本身就是产品开发者、 生产

经营者应该承担的义务， 随意终止软件

售后技术支持， 变相强迫用户购买新版

软件的做法，“既有违公平公正的商业道

德，也涉嫌单方面违约，更涉嫌滥用垄断

市场地位强行与用户签订霸王条款”。

但实事求是地说，微软抛弃

XP

不过

是在预料之中、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不

过因其消费群体庞大

--

在中国就有超

过

3

亿用户

--

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

件。 微软的选择， 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

去，受市场法则约束，也需要承担市场风

险， 恐怕很难说它要因此承担更多的法

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微软抛弃

XP

系统， 最大的质疑乃捞

钱之举。据悉，微软视窗家族目前握有全

球

80%

的市场份额， 其中

Windows7

和

XP

分列一二名，

XP

达

32.8%

，而

Windows7

只

有

45.5%

。一方面，微软对

XP

系统进行技

术支持， 不得不承担巨大成本； 另一方

面，新开发的

Windows7

和

Windows8

的销

售也因此受到影响。微软近年业绩不振，

与此有直接关系。的确，微软抛弃

XP

系统

是出于利润考虑， 但是企业追求利润最

大化有什么不对呢？微软不是“活雷锋”。

从法律上说，恐怕很难找到微软“强

订霸王条款”或者“违约”的依据。用户在

购买和安装

XP

等正版软件时，都会签署

相关协议，其中言之凿凿“

Microsoft

保留

停止这类服务的权利”。类似协议条款不

只是微软在全球范围通用， 也是众多互

联网产品通用的。 这相当于消费者购买

了

XP

以及微软承诺的期限内技术支持

服务， 但是互联网产品日新月异的升级

换代，决定这种服务不可能是永远的。

事实上，

XP

系统作为微软公司

2001

年推出的一款操作系统产品， 距今已长

达

13

年之久。 这是难以对微软进行道德

指责的最大理由。 如果消费者不愿意花

钱升级，电脑上安装的

XP

操作系统仍然

能用，但需要自行承担相关风险，这是一

种自愿选择。

微软抛弃

XP

，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企

业的市场行为；至于微软抛弃

XP

带来的

问题，也可以交给市场来解决。比如，国

内的一些安全厂商包括腾讯、

360

、 金山

毒霸等， 已经纷纷推出相应的防护软件

攻城略地， 将微软留下来的市场空间视

为一块肥肉。同时，微软也要为自己的选

择承担相应的市场后果。但无论如何，这

是微软的选择， 消费者和市场自然也会

做出选择，道德指责无济于事。

时隔不到两年，浙江宁波再次塌楼。

宁波奉化一幢只有

20

年屋龄的五层居民

楼

4

月

4

日倒塌，造成

1

死

6

伤。当地已启动

问责，有关房屋开发、设计、建筑与监督

单位的责任有望厘清。但民众忧虑难平，

舆论普遍担心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大干快上时期建设的“快餐式”楼房

是否正进入“质量报复周期”？

建筑物也是有生命的。说“建筑质量

报复”，大概因为宁波两次塌楼时间间隔

过短，不需要多加提醒，人们就会很快想

起上一次：

2012

年

12

月

16

日，宁波市江东

区徐戎三村

2

幢楼发生倒塌，造成一死一

伤。而同样是悲剧，第二次塌楼相比而言

更让人不能接受， 不仅在于它本能却未

能绕开前车之鉴， 还在于， 它明明是危

房， 相关部门和个人偏偏无有作为心存

侥幸，终于等到人与房共存亡这天。这，

才是整个塌楼事件最令人扼腕之处。

宁波本来有机会的。 正是因为

2012

年那次塌楼， 宁波市在全市开展住宅安

全排查， 这次倒塌的居敬小区

29

幢被鉴

定为

C

级危房，需要维修加固。按说危房

鉴定一出，各方须严阵以待，一天都不要

等，但事情在关键的维修费用上卡了壳，

据说， 曾经有过 “街道办与住户各出一

半”的建议，未被住户接受，因此延宕至

今，直至房塌人亡。

殷鉴在前，预警在后，这样的悲剧实

在不该发生。

2012

年宁波塌楼事件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房设计标准偏低、建

设规范不严等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各界

的共识是，标准偏低、建设失范的建筑风

险累积至今，风险暴露期已然来临，如何

发现、防范并解除这类风险，对全国而言

都是普遍性的问题。宁波亡羊补牢，在全

市排查危房，起始良好，可惜配套不足，

未能避免重蹈覆辙的结局。

宁波二次塌楼给出新的教训是，既

然危房已成现实， 危房检测出来后的治

疗问题就需要更周全、刚性的制度设计，

尤其是房屋维修加固的资金来源。

现实的难题是，二三十年前的多层砖

混结构民房， 多由单位筹资或集资自建

房，或者农转非居民自建房，鲜有开发商

介入，施工亦常常是包工头散兵游勇式的

生产方式。 一方面住房先天不足未老先

衰， 另一方面承建方等责任人普遍缺失，

如何界定业主与政府在危房治理上的角

色就格外重要。一个较好的范例是，像香

港特区那样， 由政府推行强制验楼计划，

一面以法律督促居民与业主自觉自察房

屋质量，一面以财政补贴方式帮补居民旧

屋的自我修复。

两次塌楼事件告诉我们， 危楼不是

一天形成， 住户总是能感觉并发现楼房

的种种凶兆，关键是人如何面对。面对危

楼，各方束手无策、得过且过的做法，无

异于最危险的拖延症， 才令事态恶化到

无法收拾，终被“报复”。

据北京媒体日前报道：

4

月

9

日，是

北京市对行人闯红灯实施处罚一周年

的日子。

4

月

7

日，记者随机在几个路口

观察行人过马路是否“红灯停”，发现

部分行人依旧习惯于 “中国式过马

路”， 仅一个路口

16

分钟就有近

180

名

行人“闯红灯”。当天，百余位志愿者在

朝阳区大望路四个路口举办公益宣传

活动，提示人们不要闯红灯。

北京市对行人闯红灯实施处罚一

周年，经记者调查采访发现几乎“无效

果”，这使得该法规呈现尴尬的局面。那

么，行人为啥喜欢闯红灯？难道大多数

行人都法律素养低下、 自律意识差？显

然，这需要客观分析，而不能一概归咎

于行人素质低。以笔者观察，如今行人

闯红灯行为之所以难禁绝，根在行人在

“路权”分配和通行效率上“不优先”，行

人为保障机动车通行做出了过多牺牲，

从而令其难以忍受遵守这种 “不公平”

的规则，并对处罚抱持抵触情绪。

首先是路口等待时间过长， 影响

行人的出行效率。 比如， 有些大的路

口，一味“照顾”机动车优先通行，而让

行人等待放行的时间长达一两分钟甚

至更久， 对那些行色匆匆的上班赶车

族来说，能不着急上火吗？其次是左转

弯车辆抢行让行人不得不“抢”走几秒

钟。 笔者每天上班时步行通过一个路

口就发现，等绿灯亮了再走，刚走到马

路中间就被左转弯车辆给 “拦截”住

了，即使行人在人行道上，那些左转弯

的驾车人照样按喇叭、争抢、阻挡行人

通过，而等左转弯的车辆都通过后，此

时纵向车辆已放行， 有的车一下子就

直冲到行人跟前，把行人吓得够呛，还

被夹在路中央动弹不得。

其实，虽说行人闯红灯不对，但是

把行人闯红灯都归咎于法律素养低下

也不合适。行人闯红灯难禁绝，关键要

找准真正的原因。 在一个机动车 “称

霸”的社会环境中，行人的“路权”分配

不合理，不优先，势必导致通行利益上

的不公，让行人在法律上也处于弱势。

据报道，国外的规则一般是“行人优先

通行”， 而笔者曾到过一些欧洲城市，

发现机动车见到行人过马路都会自动

减速，让行人先走。而在我们国内，情

况却恰恰相反， 行人见了机动车不得

不躲， 还要在路口长时间等红灯；同

时，机动车还“坦然”与行人抢通行权，

由此造成行人的通行利益严重受损。

因此， 要根本上解决行人闯红灯

问题，光靠劝导、处罚，效果不可能好，

有关管理部门唯有把“行人优先”的理

念运用到实践中来，才能事半功倍。比

如，行人路口等信号多长时间合适，这

需要研究人的“耐性”心理，加以科学

设计；此外，左转弯车辆放行是否应该

慢行人放行半拍， 以确保行人过了路

口中央才放行？ 相信行人的通行权益

被保障后，闯红灯的现象将大为减少；

这种情况下，如果个别行人严重违规，

交警逮住了依法处罚， 也能令其心服

口服。 否则， 行人闯红灯将成为一个

“老大难”问题而长期存在。

近日， 湖北省襄阳市人民路小

学六年级二班学生们的作文， 让语

文老师高华云犯了愁， 不知如何评

判。作文题为“我的理想”，可大家的

理想不再 “高大上 ”，变成了 “美食

家”“吃货”，有的甚至想当“大官”。

在我看来，孩子们想当“大官”

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大官”在孩子

们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如果是想当

一个造福人民的“大官”，不挺好吗？

但是，就怕孩子们心中的“大官”是

另外一番形象：当“大官”可以欺负

百姓不受气；当“大官”可以有钱花；

当“大官”可以不受制度的约束；当

“大官” 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

“大官”可以吆五喝六、吃山珍海味、

包二奶三奶、享荣华富贵……

俗语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

是好士兵。孩子的理想是当“大官”

未必不是好事情， 关键是当什么样

的 “大官 ”。而事实上 ，他们心中的

“大官”形象真的有可能是上面提到

的那些。因为，孩子们并没有生活在

真空中， 耳濡目染， 难免看到一些

“真相”。如此这般，孩子们有了上述

“理想”能怪他们自己吗？能一味责

怪家长和社会吗？

如果不能及时消除某些“大官”

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那就

别怪他们的理想不够 “高大上”。在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做的，是如何

消除那些原本不该出现的错误印

象， 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来改变孩

子心目中“大官”的形象。当前，对于

监管部门来说，最需要做的，是不折

不扣地执行整治四风的部署， 不折

不扣地查处贪官污吏，将那些“坏大

官们”赶出我们的官员队伍，让那些

欺压百姓的“大官”，让那些海吃胡

喝的“大官”，让那些吃拿卡要的“大

官”，让那些胡作非为的“大官”……

无立足之地。

当我们的干部队伍里， 都是孔

繁森这样的“大官”时，如果孩子们

都争先恐后当“大官”，这未尝不是

一件大好事。

当“大官”的理想没有错，关键

是他们心中的“大官”是什么样子。

孩子理想当“大官”，“大官”当做好

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