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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为标
□王逸菲

似乎是一夜之间，许
多城市的马路边出现了一
排排整齐划一的单车。

不管你想去什么地
方， 只要扫一下单车上的
二维码， 就可以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城市旅行。 这些
五颜六色的小精灵， 能轻
而易举帮你解决出行中遇
到的难题。

共享单车是市场经济
时代的典型产物。在这个大
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
人们的脑细胞被充分调动
起来，借“互联网 +”之东
风， 共享单车应运而生，直
击市场痛点， 解决城市拥
堵，实现绿色出行。 共享单
车的出现， 充分体现出创

新、创意和创业精神，并由
此引发出更多的“共享”，创
造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然而， 雏凤新啼试新
音， 伴随而来的却总是各
种不和谐的噪音。 衣着亮
丽的共享单车经常被随意
扔在路口、 楼前、 绿化带
里， 甚至被某些人加了锁
具占为己有……种种令人
痛心的现象考问着人们：
共享单车，能共享道德吗？

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
国经济迅速腾飞。市场经济
是交换经济，强调平等和效
率。 经济得发展，人们得实
惠， 但也容易滋生享乐、拜
金和个人主义，有些人不惜
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来满

足一己私利。 我们看到，一
些企业重利润而轻道德，频
频引发食品安全危机；我们
还看到，老人摔倒街头却无
人敢扶，只因人们做好事却
被讹诈的“教训”……

市场经济时代， 我们
需要摒弃那些束缚思想的
旧道德教条，解放思想，以
焕发新的经济活力。 但另
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也
必须以道德建设为基石，
以保证经济建设在正确的
轨道上健康运行。 正是那
些充满时代感、 饱含正能
量的杰出人物和企
业， 历经市场经济大
潮的洗礼，不忘初心，
以德为先， 为中国的

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
同时，也成为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标杆。

康德说过：“世界上有
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
人们的心灵， 一是我们头
顶上灿烂的星空， 二是我
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
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而梦
想的放飞， 尤其需要道德
航标的引领， 方能拥有那
片湛蓝的天空。

让我们记住， 以梦为
马，必先以德为标。

让旗袍文化深入进生活， 让每一位
中国女人觉得中国人就应当穿中国衣。

———安徽合肥的崔万志， 虽然身高
不到 1.4 米，却通过自己的打拼，将旗袍
卖到了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 成为享誉
国内外的中国“旗袍先生”。

“红包”一直没有断过，感谢素不相
识的好心人的帮助。

———河北承德家境贫困的 8 岁女孩
杨羽婷，因遭遇意外全身大面积烧伤，众
多网友和承德市民为其捐款 35 万余
元， 爱心接力还在继续。 女孩的父亲 5
年前因为车祸一条腿被截了肢， 在接受
采访时，他如此说道。

回到家可以安安心心做作业， 何必
急于这一时，还不方便大家走路，占用公
共通道。

———上海一位小学生的母亲， 在地
铁里自带折叠桌板让孩子写作业， 引来
旁边乘客及网友的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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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秘诀在于坚定不移， 成功的
秘诀在于不懈努力， 成功的秘诀在于掌
握规律，成功的秘诀在于永不言弃。

不知道人生性质的人无法认识人
生，不知道人生内容的人无法完善人生，
不知道人生价值的人无法创造人生，不
知道人生意义的人无法享受人生。

（据华夏箴言网）

抛开琐事
□李帆

一位 40 岁女人，离婚
7 次， 每次离婚的原因都
出奇简单： 为一块馊掉的
豆腐、 为一碗过夜的白菜
等小事， 她都能因此引发
一场家庭大战，纠缠不休，
最后导致离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底线和忍耐的极限，当底
线被触碰时，不免会怒火
冲天，为自己的利益据理
力争。 但如果仅仅因为一
点琐事就争吵不休，搞得
家无宁日，就有些得不偿
失，荒诞至极。 做一个睚
眦必报逞一时之快的“泼
妇”， 不如做个宅心仁厚
适可而止的贤淑女子更讨
人喜欢。

淡然而行，不在生活
中的小事上纠缠，脚下的
路会愈走愈宽，婚姻也会
越来越美满。

有些琐事之所以被称
为“烂事”，是因为你越在
乎它，它就越烂，让你跟着
它一起烂。 烂久了， 你会
烦、会痛、会厌、会累、会神
伤、 会心碎， 永远陷在里
面，到最后，你不是跟烂事
过不去， 而是跟自己过不
去。即便最后你赢了它，你
所耗费的时间、 人力、物
力、财力也会一去不复返。
那么， 你永远都会陷在廉
价的生活之中。

一个人在生活中
行走， 会遇到这样或

那样不如意的事情， 如果
一味和这些事情纠缠，从
小处说， 你会离自己的目
标越来越远，从大处说，你
会丧失自己的目标， 还会
给自己涂上悲剧的色彩。
与其在琐事上斤斤计较，
虚度光阴， 不如看看书充
实自己， 听听音乐放松自
己，该干啥干啥去。

(作者单位 ：宛运集团
公司)

旅游消费
□谭敏

按往年惯例，11 月初
到明年春节前的这段时间，
是旅游市场的淡季。受景区
门票、机票、住宿等降价影
响，国内游热门路线和出境
游开始出现大幅降价，一些
冷门线路意外走俏。

在旅游消费升级的大
背景下，人们的旅游消费观
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首
先， 人们更在意旅游的品
质， 旺季出游不仅机票、酒
店价格贵，而且景点人满为
患，而传统的旅游淡季不仅
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也能

体会到人少的清净，不用每
张照片都与人“合影”，吃饭
也不用争抢，更能享受“度
假”的自在与悠闲。 自由职
业者错峰出行、银发人群也
多数选择淡季出游，带旺了
淡季旅游市场。

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旅游早就不再是

“奢侈品”，而成为人们休闲
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对旅
游消费需求的井喷，也刺激
了旅游市场的迅速发展，旅
游产品的种类更加丰富。无
论是以消费人群划分的亲

子游、家庭游、老人游
等， 还是以业态划分
的度假游、养生游、邮
轮游、房车游等，满足

了人们的多元需求，让旅游
业不再完全围着景点转，市
场也越来越广阔。

如今， 旅游已经成为
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之一， 也是增加人们幸福
感和获得感的重要内容。
因此，对于商家来说，要看
到消费升级变化带来的巨
大商机， 人们更愿意为个
性化、体验式、高品质、能
够带来愉悦感的精神享受
来付费，这也意味着，抓住
未来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提升旅游产品的服务品
质， 有针对性地开发更能
满足人们个性化需求的产
品，将会有更大的市场。

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

旅游消费的升级同样也有
重要的意义。旅游消费从景
点旅游到全域旅游的改变，
意味着城市环境的提升、
城市文化底蕴的挖掘、城
市文化活动的密度对于吸
引游人具有重要作用。 一
条落叶缤纷、 古香古色的
小巷， 一家看上去不起眼
的老字号面店， 可能不经
意间就会成为城市旅游的
网红。 让城市干净整洁，美
起来，雅起来，带来的不仅
仅是市民幸福感的增加，也
能吸引八方来客。

旅游是人们享受美好
生活的重要内容，让旅游越
来越“旺”，人们的幸福感也
会越来越强。

购物小票
购物小票是商业机构给消费者留

存的销售凭据。 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 一些商家屡屡在购物小票上做文
章：有的因免费停车被回收，有的消费
者在出超市时被强行查验小票，更有商
家在小票上加盖“商品未过保质期”的
免责章……

现在很多商超都与第三方支付、电
子发票平台合作了，只要将销售数据接
口对接，就能打通数据记录环节，以更
先进的电子发票取而代之，从而消灭购
物小票。 在新零售来临之际，智能化、无
纸化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购物小票作为
一种老旧过时的载体，及其相伴而生的
各种乱象，也该适时消失了。

（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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