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个晾衣架 好晒厚冬衣
清明一过， 长沙迎来了好天

气， 这样的天气正是市民们晒被
子、晒冬衣的好日子。

“把衣服晒在阳台吧， 家里的
阳台小，钢丝线只有1根，根本不够
用，晒被子、晒冬衣这样的小事情，
成了大问题。” 武女士电话里向
96258倾诉。

清明小长假第一天，长沙阳光
普照，武女士利用假期把家里的厚
衣服、大被盖全部清洗、放到下区
的小坪去晒干，准备收起来，不想，
第二天，下雨了，衣物还没干，一条
钢丝绳根本不够晾，她想起了隔壁
李姐前两天安装了新的晾衣架，李
姐介绍说拨打三湘都市报96258可
以预约上门安装晾衣架服务。

清明小长假第二天的下午，维
修安装师傅陈师傅立马上门， 一会
就给武女士家安装了新的晾衣架。
陈师傅还嘱咐武女士， 自动晾衣架
质量不错，被子、毛衣虽然重，也不
会损坏晾衣架，不过，晾衣架最容易
坏的地方是钢丝和摇手器， 除了操
作不当， 长时间使用磨损也会造成
损坏，一定要注意维护，这样就能延
长它的使用寿命。

小贴士：
96258建议消费者，晾衣架平时

要经常保养，手摇器、晾杆、顶座等
零部件定期除污。 钢丝绳的保养尤
为重要， 定期摸油可以保证升降非
常顺畅。 保养使用的油最好是润滑
油、缝纫机油。

活动

离长沙地铁2号线5月开通试运营
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了，4月9日上午9
点，长沙地铁储值卡先亮相发售，三湘
都市报96258公众服务中心也在第一时
间开通免费试乘券抢发通道。市民朋友
拨打96258，就有机会抢得免费的地铁试
乘券。

4月9日上午9点起、拨打96258，留下
身份证号就可以参与抢票了，前30位打
进电话的市民就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
地铁试乘券， 该券可在地铁2号线开通
试运营后使用。4月14日（下周一） 上午9
点，抢到票的市民朋友就可以携带身份
证到三湘都市报96258公众服务中心领
取。 ■记者 朱玉文

拨打96258预约晾衣架，96258负责免费上门安装。
①保修期一年；②免费送15个衣架；③安装晾衣架600元

以上，再加送15个衣架。（安装以实物为准）

96258热线

拨96258
30个地铁试乘名额等你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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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公
安部123号令实施一年有余，公安
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就123
号令实施效果、 发现的问题及解
决措施等答记者问。 针对猖獗的
“买分卖分”现象，公安部交管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公安部
将继续指导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进
一步完善监控设备、 规范违法认
定和处罚标准、 打击非法中介遏
制“买分卖分”现象。

虽然进入了汽车时代， 但身
为“出无车”的无车族，对于何谓
“买分卖分消分”，不甚了了。只听
说过， 同事朋友间可以借驾照帮
忙消分。 后来，走在大街上，蓦然
发现， 一些不起眼的店铺居然堂
而皇之地打出了“代客消分”的业

务宣传招牌， 才又恍然大悟———
原来“消分”还是项公开的业务：
价格低至一分30元， 高也不过一
百两百。

不禁惭愧自己之前的少见多
怪，但仔细一想，虽说这“买分卖
分消分”的事情习以为常，代价不
大，可从情理上其实说不通啊：假
如可以用并不多的金钱买分消
分， 那交通违章又有何惧？ 所谓
“史上最严交规”， 在这流水线式
的“解决方案”面前，岂不是形同
虚设？如果这条“产业链”不断滋
生扩展，那还要驾驶证干什么？人
民币直接作为车辆通行证岂不是
更干脆———反正违章交钱了事就
是。

真是不敢多想， 想出了一身

冷汗，作为无车的路人，能做的就
只能是，走路时靠边再靠边，谨慎
再谨慎。面对以钱撑腰、不知进退
的“马路杀手”，可不敢装大胆，自
求多福才是人间正道。

但是，汽车作为现代文明的重
要标志，其存在的合法与正当离不
开与之相衬相合的文化依据，其中
重要的一条是：规则意识应当深入
人心。否则，有车的、会开车的无视
交通规则，遇事以金钱赎买，那路
人的血肉之躯便会时刻面临汽车
钢铁冲撞碾压的风险。何况，有车
族也会是路人，有车人也会互相碰
撞。汽车时代，如果没有严格的规
则约束， 没有牢固的规则意识，那
就可能是个血肉横飞的丛林时代，
汽车将以高速度带着人们驶入一

片新的蛮荒地带。
而失去了与现代文明相配合的

汽车文化作为支撑， 汽车也就变成
了戕害人类自身的钢铁怪物。 由是
观之，“买分、卖分、消分”的行为，看
似不过是小人情、小买卖，但在其举
手投足之间， 对汽车时代守护公共
安全最起码的行为规则产生了极具
危害性的冲击。其直接后果，是将放
纵更多马路“冒失鬼”高速行驶在马
路上威胁路人安全，更深远的后果，
则是可能侵蚀现代文明的基础。

“买分卖分”现象，从表面上看，
是技术性、制度性的问题，但其内里
还是文化的问题。 技术的快速进步
将我们超越性地带入了现代工业社
会，但乡土文化意识仍影响至深：人
情交换的味道浓厚， 市侩投机的心

理强烈，规则意识则淡漠———两种文
化的矛盾冲突，在“买分卖分”的现象
中具有代表性地显现。这，提醒着人
们，仅仅靠技术推动，文化没有跟进，
制度再完善， 也总会被人钻了漏
洞———甚至可能导致制度越来越严
苛，反而倒逼出“钻漏洞”成为社会通
行的潜规则。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制
度的严密跟进，就会遇到无形的阻力
墙———制度改进被怀疑，人们信奉的
就只是对个人有利的行为原则。

因此，固然要严打“买分卖分”现
象，巩固与维护交规尊严，亦须在与
汽车时代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文化建
设上多下工夫，将强制外加的交规制
度内化为人人内心服从的文化自觉，
才能标本兼治。

■本报评论员 赵强

严打“买分卖分”亦须文化建设跟进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富豪，
以后可以开名车住豪房。”

近日， 武汉市人民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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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

郑了了：记得我们小时候
理想是当警察、医生……现在
呢？

风景在那边： 果然是怎样
的社会造就怎样的理想！

接驾： 我现在还在为这个
理想奋斗。

成家立业：多元化的社会，
理想也应该各式各样。

达克斯： 老是炒作这个有
意思吗？

呜呼：这个孩子了不起，因
为他敢想敢说。

斯巴：孩子是面镜子，真实
反映了现实人们的渴望。

何永生： 奥巴马小时候的
理想是当总统，有何不可呢？

“不想上班的可以到我这
里来！”

近日，郭台铭以个人名义，
捐款1000万元新台币（约合
205万人民币）给警友会，帮学
运期间辛苦值勤的警察打气！
出身为警察子弟的郭台铭，对
警察执勤时的辛苦， 也相当能
体会， 值勤分寸拿捏不易，“做
好没赏、弄破要赔”，而近来求
才若渴的郭台铭， 对警察提出
征才邀请。

心潮澎湃： 到富士康当普
工？

楚留香：这是在挖墙脚吗？
易晓晓：居心叵测，这是邀

请警察去他那跳楼啊。
酒干倘卖无：很好奇，捐的

钱会流向何方！
天下无： 流水线又缺工人

了。
王者： 干了十几年的临时

工可以吗？
风言风语： 这是变相给当

官的送钱吧！

非常语录… 余以为…

3月24日， 四川叙永县各界
齐聚春秋祠广场，举行《践行群
众路线、整治城乡环境、创建优
美县城》万人誓师活动。叙永县
委书记王波亲临现场发出动员
令，并带头上街大扫除。不过，从
现场图片来看，有人手持专业相
机蹲在地上拍官员，这张照片引
发了网络热议。

本来应该是偶遇，却不小心
把专业的“蹲地摄影师”也偶遇
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露马
脚？不过，疑似露了马脚的不只
是四川叙永县的官员，京东商城
老总刘强东似乎踩着“齐得龙东
强”的节奏把与网络名人“奶茶
妹”的恋情曝光了，而且风头有
些盖过文章出轨的势头，当网友
们一起质疑刘强东“赚我的钱，
泡我的女神”时，相信处于舆论
旋涡的文章与姚笛也应该感觉
到压力大减吧。

美国经典科幻电影《命运规
划局》告诉我们，所有的偶遇其
实都是部分人的精心设计。这样

的结论虽然对于当下的一些官
场与娱乐圈的新闻而言有些言
过其实，但是，从某个角度进行
分析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先说说四川叙永县的县领
导上街打扫卫生这件事。 虽说
“偶遇领导”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被老百姓骂了又骂，但是，要走
群众路线就不能少了宣传，如果
是明目张胆地说自己去大街上
打扫卫生，恐怕容易被人质疑为
“作秀”。因此，“偶遇领导”就流
行起来了。放眼全国，大街上、地
铁上、公交车上，都不乏有领导
的身影，更要命的是，现在的一
些地方“一把手”既能劝说小摊
贩文明经商，也能擦栏杆，可谓
无所不能。只是，叙永县的这个
“偶遇”暴露了不该暴露的内容，
官场之中那复杂而深奥的宣传
学，让众多网友大呼无法理解。

再说说刘强东的恋情曝光。
坦白讲，刘强东与“奶茶妹”的恋
爱照看多了， 总感觉有摆拍的嫌
疑。你看，前面的、后面的、左边

的、右边的，各个角度的照片都有
了。联系到京东商城上市的传闻，
总有种消费娱乐版面的意思。

“蹲地拍官员”与刘强东恋爱
被曝光，其实有一些共通的因素。
至少， 他们绝对不会像文章那样
在心理上抵触被曝光。区别是，曝
光文章的出轨， 会让文章的声誉
与形象大打折扣，而“偶遇官员”
则可能会让官员形象变得光辉伟
岸；同理，在文章出轨都能成为国
际新闻的当下， 刘强东恋爱被偷
拍也不能完全排除炒作的可能，
要知道在美国上市没有人气和关
注度是断然不行的。

过去网络世界里讲“有图有
真相”。然而，现在“有图有真相”
并非真理，真理永远是通过不明
来路的照片达到某个或明或暗
的目的。因此，无论是“偶遇领
导”还是“偶遇蹲地拍领导”，抑
或是在网上看到了“偶遇”名人
恋爱，都不要奇怪，因为，现在你
看到的图片未必代表了那个公
众想得到的真相。 ■王传涛

偶遇“蹲地拍官员”与“偷拍”刘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