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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片大漠，同一座石窟。76年间，
一代代“莫高窟人”勇担重任，守护千年
瑰宝，曾经的疮痍之地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管理开放的典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以传承弘扬。他们隐居大漠，心如磐
石；他们奉献出韶华，无愧于时代。

这是奔赴的故事。常书鸿从法国巴
黎而来，为“探寻民族艺术的宝库”。樊
锦诗从北京大学而来，她坚信“祖国的需
要就是我的志向”。“敦煌学也应该中国
人来做”，一封自荐信也让赵声良从北师

大来到敦煌。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只
因他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
力，不忍丝路明珠埋没于历史的尘埃。

这是坚守的故事。白水煮面就是待
客的伙食，老鼠窜上床头也是常事，直至
上世纪80年代莫高窟才通上电。就算今
天，快递也没法直接送到离城20多公里
的敦煌研究院。回忆过去，人们惊诧于

“莫高窟人”如何历经艰辛开辟创业路，
可亲历者却说，大家一心做事，没去想过
苦不苦。

这是奋进的故事。洞窟坍塌损毁
时，他们徒手清沙，修筑围墙。在民族文
化自信心受挫时，他们埋头勤学，终于在
敦煌学研究上扬眉吐气。“一带一路”深
入推进中，他们以文交心，与沿线国家搭
建起民心相通的桥梁。当人们文化需求
高涨时，他们脑洞大开，让敦煌文化在手
机方寸屏幕上绽放新姿。

时代需要“莫高窟人”。只有不畏艰
苦，学问才能做得透、事业才能做得好。
只有胸怀大志，才能抓住最紧要问题，在

历史的长廊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只
有把握时代脉搏，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断迸发生命力，让文化自信在每
个人心中扎根开花。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运强。时
代呼唤更多“莫高窟人”，期待他们抽丝
剥茧，更好讲述悠悠5000多年历史中的
生动故事，探寻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
时代呼唤更多“莫高窟人”，使中华文化
在激荡的世界文化中创新发展，充满自
信地走向伟大复兴。

滴滴1月13日发布2020年春节公
开信，预测春节打车成功率将较平日
下降 16%，1 月 24 日—26 日、1 月 31 日
将是打车最难的四天。为最大限度保
障运力，缓解春节期间出行服务供需
矛盾，滴滴在公开信中公布了“同时呼
叫”“春节出行指南”“春节司机服务
费”“定制春节补贴”等四大措施，其中

“春节司机服务费”将全额给司机，平
台分文不取。（1 月 14 日《北京青年
报》）

每年春节期间，网约车司机、保
姆、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有的要回老家
过年，有的要外出旅游，服务供应会大
量减少。与此同时，人们对打车、家政
等服务的需求没有明显减少，有的还
会有所增加。两方面作用之下，春节
期间网约车、家政、外卖、快递等本地
生活服务出现供不应求的矛盾，自在
情理之中。鉴于此，滴滴推出多项保
障措施，其中由乘客支付的“春节司机
服务费”全额给司机，平台并为司机提
供“定制补贴”，当能激励更多司机春
节期间坚守服务岗位，缓解供不应求
的矛盾。

春节期间乘客叫车需向滴滴司机
额外支付“服务费”，将直接体现为打
车费用上涨，与此类似的还有春节期
间家政服务价格上涨。据报道，1月中
旬以来，北京市家政服务人员薪酬普
遍上调 15%-20%，预计春节期间可能
继续上调，住家阿姨薪酬将调整至五
六千元以上，2 月 8 日(农历正月十五)
后恢复原价。在节假日等特殊条件
下，网约车、家政等本地生活服务市场
要缓解供不应求矛盾，一方面适当提
高服务价格，以鼓励增加有效供给，是
最直接、最公平的做法，体现了“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的原则。
另一方面，要像滴滴承诺“‘春节

服务费’全额给司机，平台分文不取”
那样，确保提高服务价格带来的增值，
绝大部分或全部都成为服务人员看得
见、摸得着的增收，才能确保提高服务
价格能够达到增加有效供给的效果。
应该说，从网约车平台、家政服务公司
到政府职能部门，为缓解节假日生活
服务供不应求而采取各种保障措施，
都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支付了不菲的
成本，但这些努力都是应尽的职责本
分，其成本支出应由其他渠道予以保
障，而不能从节假日服务价格提高中
获得“回报”。

网约车“春节服务费”全额给司
机，平台分文不取，体现了网约车平
台的自觉意识与责任担当，体现了平
台企业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重要

功能。去年 8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互联网平台经济
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
展、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等
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加强政府部门与
平台数据共享，畅通政企数据双向流
通机制。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共
享，是加强政府部门与互联网平台在保
障和完善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等领域合
作的有效途径，这赋予了平台企业更大
的发展价值，也对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和
服务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服务费”
全额给司机，是网约车平台履行“准公
共服务”职能的题中之义。为保障节
假日生活服务市场供应，网约车平台
等平台企业还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
作用。

“春节服务费”
全额给司机彰显平台责任

□智欣

回家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
意义，幸福、吉祥、团圆是每个人心底最
美好的期待。据报道，2020 年春运从 1
月 10 日开始至 2 月 18 日结束，共计 40
天，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突破 30 亿
人次。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忙碌了一
年，春运期间在网上买到一张期待已久
的车票，不用再去排队换票，带好身份证
直接刷脸进站；幸福就是坐在飞驰的高
铁上，欣赏沿途的大美山河，感受现代科
技带来的出行变化，提前到达品尝家里
的美味菜肴……改革开放以来，春运成
为中国特色的大迁徙，40天内上演“流动
中国”华美乐章，为无数人圆了归乡梦，
也见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和团圆。近年
来，铁路部门“软硬兼施”持续发力，多举
措提升了春运出行幸福感，让百姓的出
行体验更加美好。

“硬件”设施不断壮大。到2019年年
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9 万公里
以上，其中高铁 3.5 万公里，居世界第
一。随着更多铁路线路特别是高铁线路
的开通，铁路运输能力显著提升，从过去
的“绿皮车”普快，到空调快速、特快列
车，发展到高铁动车时代，铁路乘车环境
变得越来越安全、舒适。时速350公里的

“复兴号”承载全民的希望与骄傲，带领
人民跑出新时代的幸福感。

“软服务”不断升级。“定制化”服务
的不断推出，成了春运的新亮点。12306
售票系统更加稳定，广受好评的候补购

票服务维护了公平公正的购票秩序；电
子客票基本覆盖全国高铁线路，出行更
方便快捷；“刷脸”服务让人惊喜，进站、
信息查询、打印临时身份证明、机器人个

性化服务等启动“刷脸”模式，让回家的
脚步更从容，幸福感也更强。

里程加长了，购票简单了，服务提升
了，乘车有秩序了，这些都是铁路部门脚

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小目标”。
一年又一年，春运也在渐渐改变，只要老
百姓觉得更方便、更轻松，春运出行也就
有了更多幸福感。

“软硬兼施”提升春运出行幸福感
□黄嘉慧

近段时间，共享单车集体涨价引发
热议。一些单车起步价悄然提高到1.5
元，一次骑行往往要花费两三元。不少
用户感慨，“比坐公交贵多了”“开始割韭
菜了”…… 骑共享单车就该比坐公交便
宜吗？或许也不尽然，毕竟单车损耗更
新、早晚高峰调度、日常运维管理等成本
也在上升。大家之所以对此颇有微词，
无非是前后落差过大。曾几何时，各家
争相跑马圈地，高呼“免费骑”“1元骑”，

“红包”更是发个不停。说白了，用户习
惯的养成基于的是低价模式，虽然谁都
知道免费午餐不会长久，但如今大幅涨
价，还是难免让人心里不舒服。

随着“疯狂扩张”转向“常态经营”，
价格便开始一涨再涨，这似乎已成为新
业态的固定发展轨迹，网约车、外卖、共
享充电宝等莫不如是。只能说，当市场
经历洗牌、格局基本奠定后，通过涨价
等方式尽快“收割变现”成为资本的普
遍选择。然而，当新业态走入“下半
场”，比拼的其实应该是服务质量以及
科学化管理水平，比如共享单车能否解
决无序摆放带来秩序混乱、潮汐现象影
响使用率等问题。如果罔顾消费体验，

也没有什么管理模式上的更新，只是坐
地涨价，很快就会吃空老本，用户也会
用脚投票。

再进一步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任
何领域的创新其实都没有终点，也不可
能只依赖于一两种创新。就拿“最后一
公里”这一城市交通中的老大难来说，共
享单车的出现无疑给破题提供了新方
案。但种种弊病也相伴而生，必须不断
创新、优化调整，才能更好发挥自身效
能。而于整个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共
享单车定价几何，而是继续完善公共交
通体系，打好基本盘，另一方面，也要深
挖不同场景下的多元需求，进一步提供
多样化出行服务。要知道，共享单车出
现之前，很多城市有桩公共自行车其实
发展得不错。由此出发，人们又探索出
了共享单车这一无桩模式，进而掀起了
一波新浪潮。这启示我们，解决“最后一
公里”出行难题没有最好办法，也没有终
极方案。城市在发展，交通格局在更新，
人们的需求也在变化，以开放的视角思
考问题，于创新中出发寻求创新，让市场
竞争更加充分，让人们的选择更加多元，
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便利。

共享单车涨价折射出了什么
□晁星

停车不挡道
□裘立华

最近，全国各地连续发生几起私家
车车主违停阻挡道路，导致被人暴力损
车“私了”的情况，引发社会关注。

1月初，杭州的一位女士因车位内的
车辆被在通道上违停的一辆车挡住,一
怒之下连撞11次后驶离；太原一位患癌
症老人因被违停车辆挡路，先后联系 3
天未果，错过专家门诊，最后手持铁锹怒
砸违停车。

这样的行为当然不可取，两位也有
可能因损害他人财物而面临处罚。但也
有不少网友指责这些乱停车的车主，认
为恶意停车给他人造成严重困扰，该下
力气管管了。

近日重庆一幢高楼大火，消防通道
被乱停车堵塞，结果众人把车掀翻。消
防法有规定，这样乱停行为不仅车主得
不到赔偿，相反还可能接受惩罚。

但是，个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却缺乏
制约手段。恶意占位往往发生在小区、
停车场内，假如个人车辆被堵，基本找不
到部门能帮助解决。个人所能做的，就
是不断拨打对方的电话号码，希望车主
来把车挪开。

有些车主会在窗前留个联系号码，
有些人则未必会留。双方脾气好的，见
面互相谅解也就没事了。但总有一些
人，并非完全体谅别人，占了位、失了
理，侵害了别人利益，还觉得没什么大
不了，甚至一言不合就动手。

当下对恶意占位者存在法律缺位
和管理缺陷。因为恶意占位发生的场
所往往不属于交警管理区域，无法用道
路交通法来惩治，只能内部协调。双方
矛盾升级了，相关部门来也只能调解，
耗时耗力，恶意者也未必受惩戒，而被
挡者心中怨气并未消除。

要减少占位现象和极端解决方式，
一方面要加大文明教育，减少乱停车行
为；同时私家车主碰到这样的情况，也要
冷静再冷静，千万别一时冲动“私了”。
另一方面，这种车辆占位确实已是社会
治理问题，地方和部门应该想办法加以
解决。比如加快探索地方立法，对恶意
占位者加以惩戒；比如对恶意停车造成
他人困扰的，可以用信用手段进行惩
戒。多渠道并举，共同努力，有效减少恶
意占位现象。

用司法为见义勇为者保驾护航，才
能消除挺身而出时的顾虑、扶危济困后
的麻烦，才能让善行得到奖赏、让善意得
到呵护、让善良得到弘扬

扶老助幼、解围纾困等义举，是社会期
待的高尚行为，是皆应秉持的道德原则，
也应是司法制度着力塑造的社会价值。

老人与儿童相撞后要离开，遭劝阻时
猝死，老人家属将劝阻者和物业公司诉至
法庭。不久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
法院就刘某、郭某甲、郭某乙等诉孙女士、
某物业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公开宣判，驳
回刘某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法律给了因
仗义执言而被卷入官司的信阳市民孙女
士一个明确的肯定，引发舆论点赞。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
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法院的这
一判决之所以广受赞扬，就在于它尊重
事实、恪守法律，合乎法律和逻辑地判
明，孙女士劝阻撞人男子离开的方式在
正常限度内，符合常理；在对方倒地后，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对最终的结果没有
过错，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构成侵权；而
且男童玩耍的场所并无不当，亦未影响
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因此物业公司也
无需担责。判决论证充分，依法公正，很
好地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相得益彰。司
法对仗义执言者的支持，必将有利于营
造见义勇为的社会氛围。

司法公正以看得见的正义，得到社
会公众的广泛认同。也是在最近，辽宁
省康平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为一位救

助老人的店主免责。这位店主为在药店
买药时突然昏厥的老人做心肺复苏时，
不慎导致老人受伤。可以说，一系列弘
扬社会正气的判决，不仅让无数关注案
情的公众暖意融融，更传递出司法为义
举撑腰的价值导向。

见义勇为是彰显社会正能量的美德
善行，是具有文明共识的人类义举。扶
老助幼、解围纾困等义举，是社会期待的
高尚行为，是皆应秉持的道德原则，也应
是司法制度着力塑造的社会价值。老人
倒地了，扶起时会不会担心被“碰瓷”；孩
子遇险了，救人者会不会顾虑被讹诈？
化解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既需要完善
社会诚信机制，也离不开司法机关对正
义的坚守。用司法为见义勇为者保驾护
航，才能消除挺身而出时的顾虑、扶危济
困后的麻烦，才能让善行得到奖赏、让善
意得到呵护、让善良得到弘扬。

当然，对司法机关来说，当时的场景
难以再现，以证据拼成的“法律事实”未
必能完全等同于“客观事实”。尽管如
此，即便遇到事实无法完全查清而具有
争议的类似民事案件，司法也并非束手
无策。在恪守法律和程序，尊重证据和
常理，强调逻辑和事理的基础上，坚持

“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规则，以社
会主流价值观防止事实认定的扭曲，成
为对司法者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的检
验，使司法判决体现正确价值导向，更好
为良心善举撑腰打气，让社会正义更有
底气。

13日傍晚，一段令人揪心的视频在
网络流传：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一公交
车站附近的路面突然塌陷，一辆正在上
下客的公交车坠入坑内，随后发生爆
炸。截至14日22时，搜救人员已发现9
名遇难者遗体。

当前，救援、搜寻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很多人都在为失联人员默默祈祷，期盼奇
迹发生，希望遇难者人数不会再增加。当
然，也有很多人看到视频后感到恐惧和不
安，担心这种意外是否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闹市区的公交站台附近竟然突发塌
陷，此前是否有地面沉降的前兆？造成
塌陷的原因是什么？彻查事故原因，严
厉问责相关责任人，才能给逝者一个交
代，让市民有更多安全感，在出行时免于
不必要的恐惧。

近年来，城市路面塌陷事故时有发
生。2019年12月1日，广州市广州大道
北与禺东西路交界处地面塌陷，造成 3
人遇难；2019年12月12日，厦门市嘉禾
路与吕岭路的交接口地面塌陷，导致地
铁站被淹。再向前追溯，2008 年，浙江
省杭州市风情大道地铁一号线施工现场
曾发生塌陷，造成11辆汽车落入坑中，

21 人死亡。2014 年 1 月至 9 月，河南省
郑州市中原路与西三环交叉口附近先后
发生12次塌陷。

通常来说，地质结构、自然气象、管
道施工、修建地铁等，都可能是导致路面
塌陷的因素。不过，祸患起于忽微，像西
宁路面塌陷这样的事故，虽然是突然发
生的，但安全隐患却是在长期疏忽中逐
渐积累的。

此前，我国曾出台《全国地面沉降防
治规划》（2011—2020年），要求以长江三
角洲地区、华北地区、汾渭盆地为主要目
标区，全面推进重点地区地面沉降防治工
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面沉降灾害对经济
社会造成的损失。2013年，上海曾专门立
法，对高楼建筑群和建筑工程加强规划和
管理，以控制持续发生的地面沉降。以地
方法规的形式，对因抽取地下水和工程建
设活动等引起的地面沉降的监测、防治及
其相关监督管理活动作出规范。

幸福感，首要的要求是安全感。防范
脚下“看不见的危险”，让市民免于“行路
惊魂”的恐惧，需要靠市政部门尽心尽责，
也要靠每次铺设管线时良心施工，更要靠
有关部门“防患于未然”的风险防范举措。

防范脚下“看不见的危险”
□刘晶瑶

时代呼唤更多“莫高窟人”
□张玉洁

本版据新华网

公正司法让见义勇为更有底气
□支振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