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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火车
□余明辉

网络众筹早已不再
是个新鲜事，但“众筹火
车”您听说过吗？ 国庆中
秋双节刚刚结束，为了应
对返程客流高峰，西安铁
路局开行了全国首趟“众
筹火车”， 为旅客提供铁
路出行的“定制化服务”，
可以根据旅客需求来调

整发车到达时间， 甚至是
硬座、 硬卧或者软卧席位
的数量。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
由于技术、 人力、 服务意
识、 百姓出行方式缺乏有
效可选等方面的原因，铁
路尤其是客运基本上实行
的都是列车开行定时、座
位等安排固定， 对乘客来
讲几乎没有一点自由选择
权，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被
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
进一步加大加快了各项社
会改革步伐， 其中一项就
是我国铁路系统的整体改
革，铁路政企分开、铁路客

运等部分票价自主定价等
一一展开， 铁路运输服务
的自由权也进一步扩大和
释放。

此次西安铁路局在全
国首次尝试“众筹火车”，
无疑是我国铁路系统改革
的一个里程碑， 折射出我
国铁路系统改革正在扎实
有效推进， 以及卓有成效
的一个最新体现。 甚至往
大一点说， 这也是大力推
进政府和社会各项改革总
体成效不凡， 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关键基础
作用的侧面反映，和
不经意间的再一次彰
显。

期待在国家总体改革
不断推进和铁路系统内部
改革不断深化的双重综合
促使下， 以今日的美好为
开始， 让未来有更多类似

“众筹火车” 服务推出，或
者其他更宏大的让群众更
有获得感的火车客运等服
务措施落地， 让群众能够
切实感受到、 享受到国家
和铁路改革释放出的众多

“红利”。
（作者单位 ： 内乡县

物价局）

找不回来坚决不结婚。
———家住江苏常熟的陈老伯不小心

把准儿媳妇的嫁妆宠物犬弄丢了，老伯
将此事告诉了儿子和准儿媳妇，准儿媳
妇一听却如此表示。

都是因为一只小蚊子。
———浙江嘉兴有辆汽车突然失控 ，

冲到对向车道逆行，还把正常行驶的一
辆车给撞了。 交警调查后，询问车主事
故原因，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看到这个牌子实在忍不住。
———浙江杭州一女子在百货商场偷

走一个价值 2990 元的皮包， 民警将该
女子抓获归案后，在其家中搜出了 9 个
同品牌包包，并且都是偷来的。 该女子
面对民警的询问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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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箴言

禁止医药代表售药
日前，《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指
出，医药代表的学术推广活动应公开进
行，在医疗机构指定部门备案。 禁止医
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禁止向医药
代表或相关企业人员提供医生个人开
具的药品处方数量。

现在， 不少医药代表所做的学术推
广就带有销售性质的推广，学术推广的
终极目的就是销售药品。 为避免以后出
现此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形，就必须
明确学术推广与药品销售的界限，出台
实施细则，让执行者能够产生明确的判
断，监管者也有章可循。

（北辰）

离婚考试
□朱振华

近日， 一份命题人是
主审法官，做题人是原、被
告的“离婚考卷”在四川宜
宾人民法院观音法庭出
现。这份题为“观音人民法
庭婚姻家庭考试卷”，分为
填空题、 简述题和陈述题
等题型，满分为 100 分。其
中，既有结婚纪念日、配偶
和孩子生日、 孩子最喜欢
的零食、谈了多久的恋爱、
家务事是怎么分工的等客
观题， 也有陈述对婚姻和
家庭想法等主观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
授史际春表示：“我觉得
要给法官点赞。 ”的确，这
份考卷让离婚诉讼不再
冰冷，更有人情味。 在他
看来，法不外情理，法律
需要讲情理，如果能够通
过试题让双方客观地对
已有的婚姻作一个评估，
而不是意气用事，这是好
事。 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
通常倾向于不离，给夫妻
双方一个机会。 当然不是
说不准离婚，法律不可能

考虑到每对夫妻的
具体情况， 所以，就
要求法官在判决之
前做一些工作。

其实， 一个家庭的组
合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不
要轻易放弃家庭。有人说，
婚姻是人生中最大的一场
赌局。不管多大多老，不管
家人朋友怎么催， 都不要
随便对待婚姻， 婚姻不是
打牌， 重新洗牌要付出巨
大的代价。

婚姻不是天堂， 当然
更不是地狱。 也许我们用
心用情用责任经营婚姻，
或许有一天当我们欢度金
婚， 被问及漫长的婚姻是
怎样走过来时， 我们会说
一句， 婚姻是需要用心去
经营的！

美满婚姻的关键，不

是你能否找到一个理想的
伴侣， 而是你能否做一个
理想的伴侣， 那些总是抱
怨自己没有足够的运气遇
到梦中情人的人， 也许你
该反思一下自己。

生命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 爱情和婚姻是其中的
一段路途， 最好的方式是
找对那个和你结伴同行的
人，然后一起出发，共同寻
找更美的风景。

（作者单位：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机关党委）

旅游格局
□杜思高

国庆节期间，笔者有
幸去了武汉、开封几个地
方，为这些地方构造的旅
游大格局而激动。远的不
说，就开封而言，开封是
一个没有大工业的城市，
甚至有些落后。 近几年
来，当地市委政府致力于
打造国际旅游都市，相继
推出了清明上河园、开封

府、包公祠、小宋城几个
景区， 与传统的相国寺、
龙亭、 铁塔景区相辉映，
古老的文化积淀与开拓
新颖的现代理念相结合，
焕发出惊动世界的勃勃
生机和无穷魅力，全国各
地前来旅游的人日益增
多，用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来形容一点也不过。

在旅游这篇文章上，
大思路决定大气魄，大气
魄造就大手笔，大手笔换
来高回报。 纵比横比，南
阳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我们有诸葛亮、 张仲景、
张衡、范蠡、范仲淹等历

史名人，有中国保存最完
整的县级衙门和府级衙
门，有三国文化深厚广博
的背景，有宝天曼、丹江
水库、西峡恐龙遗迹等自
然景观，另外，南阳的月
季花在世界上也是一枝
独秀，可见旅游业后劲十
足，这是任何一个城市无
法比拟的。 但是，我们缺
乏旅游大格局理念，头顶
桂冠让宝珠蒙尘。 所幸的
是，市委市政府已经提出
打造诸葛文化产业
园，不禁让人怦然心
动，拍手称快。

要做好旅游产

业，就必须站位高远，必须
解放思想，适应潮流，抓住
时机， 大手笔建立起南阳
旅游的新格局。 市委政府
要出台优惠政策， 吸引社
会各界投资， 多种形式形
成拳头，聚力发展旅游，让
南阳旅游这块瑰宝资源闪
耀光辉， 从而提升南阳的
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
平，造福广大南阳人民。

（作者单位 ： 南阳市
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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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像达摩面壁那样恒心， 做人
要像慧可断臂那样诚心，做人要像弥勒
大肚那样宽心，做人要像唐僧取经那样
苦心。

做人要做快活人，凡事莫生气；做人
要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做人要做快
活人，大事化小事；做人要做快活人，小
事化无事。

（据华夏箴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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