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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的 《宁波晚报》

刊载了一则 《物业公司账目
公示 要么不“晒” 要么让
人看不懂》 的报道，称 《宁
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
第31条规定，各小区的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在每年3月底
前，公布上一年度的相关物
业经费收取、使用等情况，
接受业主的监督。现在已是4
月中旬，记者调查发现，仍

有不少小区物业没有公布账
目，有的即使公布了，也是
让人看不懂。

笔者长期在基层法院工
作，一个较为深刻的感触就

是，物业与业主亟待建立起
相互信赖的关系。当下很普
遍的业主拖欠小区物业费现
象，即为典型的互不信任所
引发。许多法院受理的物业

费纠纷案件几成“爆炸式”
增长，有的物业管理机构与
业主打官司，一来就是数十
起，甚至百多起案件。物业
收费纠纷，虽诉讼标的不大，

但案件数量大，矛盾尖锐，
不少还是群体性纠纷。以致
有法院对这类案件不得已设

定“前置条件”，即立案前，由当地人民调解

委员会，或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先行调处，调处
不成，法院再予受理。但这些措施终究不是解
决问题的根本。

审判实践表明，真正逃避物业费的“老
赖”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业主不交纳物业

费，多是对物业服务不满，想通过不交、少交
物业费，“倒逼”物业公司提供应有的服务，
希望物业公司能依合同约定维护相应的设施，
对物业费、停车费、广告费等收益账目进行公
开，有个“让人看得懂”的说法。与此同时，

大多数物业公司及其员工，为小区建设、为业
主服务兢兢业业，付出了艰辛努力。显然，两
者本应是相互依存的协作关系。有的小区业主
与物业因物业收费等问题，到了水火不容的境
地，缺乏信任、沟通不畅是主要原因。

可以这样说，只要物业公司开诚布公对待
业主，积极了解业主各类需求，把业主利益放
在首位，尽己所能满足业主的合理要求，对客
观上暂不能做到的，与业主交流沟通，说明原
因。另一方面业主充分体谅物业难处，理解和

支持物业工作，则不仅物业公司那种花大量精
力，无奈“撕破脸皮”，与作为“衣食父母”
的业主上法院对簿公堂、两败俱伤的现象会大
幅减少，共同推进和谐小区建设也一定会大有
裨益。

厕纸拉扯之间，更显文明成色
□凌义斌

今年4月1日，一场旨在改善城市公共服务

体验的“厕所革命”在成都拉开序幕，根据目
标，所有景区都将在5月1日前配备厕纸和洗手
液。半月过去，新设施、新环境、新体验是否
取得了预想的效果？记者从人民公园了解到，
部分游客浪费和“顺”走手纸的现象，已经成

为人民公园遇到的首要尴尬，而园区创下了7天
消耗1500卷厕纸的“纪录”。

（4月16日《成都商报》）
配不配免费厕纸，法律没做硬性要求。如

何让市民真正得到方便，考验着一座城市的文

明，也凸显着地方政府的人本服务理念。提供
免费厕纸体现了政府的善意，而7天消耗1500卷
厕纸确实不应该，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事。
更重要的是，这甚至是提升城市文明的必要代
价。

人有三急，好不容易找到公厕，却发现忘
带手纸，恐怕不少人都碰到过这种糗事。从
2011年开始，镇海区试行公厕免费提供手纸。
刚开始实施时，浪费严重，每年为此财政要支
岀60万元。但是随着人们文明意识的提高，这

些年来，公厕用纸逐年下降。
免费提供厕纸，人情味浓郁。厕纸应该是

公共厕所的最基本配置，城市配备公厕，出发
点是便民、满足市民生理的需要，为了给市民

提供更好的服务，厕所配备免费纸巾也是必须

的，但正因是免费的，市民在使用时大都忽略
俭省节约，随手一拉，用不完的就带走或丢弃。
其实拿的人未必出于恶意，那些顺走手纸的，
不排除一部分人是贪便宜，但更多人还是一种
对文明的不习惯。

厕纸拉扯之间，更显文明的成色，千万别
在一张厕纸上，丢了自己旳公德心。同时，免
费卫生纸的推广不能因为少数人浪费而停滞，
文明素养的形成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浪费和贪
小便宜与市民素质有关，而配备卫生纸恰好就

是很好的“教育方式”，通过长期、反复的教育
让市民学习如何利用好公共资源，无形中也提
高了素质。

公厕提供免费卫生纸，是一项惠民措施。
若是因使用者个人素质偏低、管理难以跟进导

致一项便民服务被迫取消，这才是双输的结局。
镇海区“免费厕纸”之举值得称赞，这也是城
市经济水平发展到某个阶段才可能出现的便利。
社会在进步，文明程度也会相对提高，免费供
应厕纸应该坚持下去。免费用纸是文明的试纸，

只要从我做起，我们生活的环境就会变得越来
越文明，越来越便捷。

学习“90元一集拍西游”的取经精神
□司马童

86版《西游记》总导演、制片人杨洁女士于4

月15日因病逝世，享年88岁。杨洁当年力排众议，
在重重困难中拍出了一代经典。她是我国首部神
话电视连续剧86版《西游记》的总导演，该剧自
1986年起播出，称霸荧屏30年之久，杨洁也因此
入选新时期（1978—1987）全国影视十佳导演，并

名列十佳电视导演之首。 （4月17日国际在线）
“86版西游记之后再无西游记，六小龄童之

后再无孙悟空！”———听闻杨洁女士病逝的噩耗
后，网上的这句跟帖，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力挺。无疑，杨洁执导的这部“经典中的经

典”，足足影响了几代电视观众。但在今天，我
们似乎更应从辉煌的背后，提炼和学习其不畏
艰辛、奉献艺术的取经精神。

拍摄86版 《西游记》 有多难？让我们穿越
回那个年代，在西方和日本电视台都实现了多

机拍摄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给 《西游记》 配备
的只有一台老式的300P摄像机，调焦经常发虚，
只有一个三脚架，角度只能平视。当时，整个
电视台只有一只长焦距镜头，各剧组要打报告
排队等着用，“火焰山”那集才好不容易用上

一次。所以，此后有日本同行问， 《西游记》

机位角度很多变，你用了几台机器？杨洁答复
“一台”，日本人几乎无法相信。

只用一台摄像机，居然拍出了在今天也属上
乘的特效。若问86版 《西游记》 何以能够做到这
些？唯有吃苦和耐劳。没有升降机、没有移动

轨、没有斯坦尼康，剧中有个镇元大仙升天的镜
头，需要从俯视到仰视的角度变化，是把摄像师
放到椅子上，吊到二楼，再滑下来拍，人拉摄像
师和镇元大仙走路的节奏很难对上，拍了很久才
拍成。当年根本没有航拍设备，天空和云彩背景

是靠坐飞机时和机长商量好，让摄像师到驾驶舱
里“借座”拍摄；平时乘坐汽车、火车等各种交
通工具时，也注意顺带拍摄背景画面。诚如杨洁
导演曾经感叹，这是拍剧，也是“取经”。

有道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面对6年乃

成的经典 《西游记》，时下有些大牌导演或大腕
明星，确实要羞赧与汗颜。该剧投拍时，一开始
没钱，都属义务劳动，后来稍微有了点报酬，杨
导一集是90元，猴子、八戒是80元，沙僧是60
元。对照今天，有的“名导”动辄掌握几千万、

上亿元的投资，却往往拍出一个市场反应不温不

火的作品，看着都让人觉得心疼。更有甚者，拿
胡编当有趣，用恶搞博眼球，一会儿猪八戒要当
爹了，一会儿孙悟空谈恋爱了，好好的名著被毁
得不伦不类、千疮百孔。

学习“90元一集拍西游”的取经精神，不

只是对当年杨洁及其拍摄团队的真诚致敬，更
是广大观众希冀文艺精品层出不穷的真实心声。
近来，反腐大剧 《人民的名义》 一鸣惊人，有
人说是高层点题、创作出新占了先机。而我觉
得，该剧在起初不被市场普遍看好，且有投资

商临时撤资的情况下，终于守得云开月明，且
好评如潮，其中关键的一点，还是靠诸多真正
愿意为艺术奉献的老戏骨们，轻看“身价”和
报酬，专注投入与表演。这，同样是文艺领域
新时期的一种“取经精神”。

多少年来，人们阅读 《西游记》 这部名著
的时候，就会记得它的作者吴承恩；从今以后，
很多人则可能同时还会想到一个名字———杨洁。
这是对经典创作的认可，这也是对取经精神的
褒赞和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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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成都、长沙、合肥、南昌等5个省会城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在武汉召开联席会，就自由职业
者和在校大学生自愿缴存使用公积金等议题达成合作行
动计划。这些城市将研究制订支持在校大学生缴存使用
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措施，完善大学毕业生提取住房公积
金支付房租的政策措施。

对此，有人认为公积金贷款实惠多，早缴早受益。
也有人质疑，很多大学生没有收入来源，缴存公积金只
能靠父母，这会加重家庭的经济压力，也让贫困学生背
上负担。你认为大学生缴住房公积金，值得推广吗？

提前啃老 没有必要
让大学生缴存住房公积金，看起来好像是让他们

“早缴早受益”，是对大学生的关心，实际不然。就像有
人质疑的大学生没有收入来源，让他们缴存公积金，其
实是纵容他们提前啃老。现在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
要负担一名大学生已经很吃力了，如果让家长再负担住

房公积金，这无疑雪上加霜。
当然，有人会说，缴存不缴存公积金，完全可以自

愿。这是不懂现在世风，设想如果多数同学缴存了公积
金，那么那些无力缴存的同学压力多大，而这种压力必
将传递到其父母身上。所以，提出让大学生提前缴存公

积金，其动机令人怀疑。
现在行情，员工缴存公积金，几乎都是自己出一部

分，企业承担一部分。那么请问，大学生缴存公积金，
是否让大学也承担一部分？如果是，对那些贫困付不起
缴存的学生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如果不是，那么大

学生缴存的都是自己的钱，除了以后贷款有些利息优惠
外，还有其他好处么？所以，大学生缴存住房公积金没
有必要！ ———＠黄羊

大多数在校大学生没有收入，缴纳公积金还是需要

父母掏钱。而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家长来说，负担加
重了。这样看来，所谓“主要鼓励有收入来源的高校大
学生缴纳住房公积金”，岂不是为“富二代”们谋利益？
等于是助推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对青年人的价值观
导向起了一个很不好的暗示作用。

买房难最根本的原因是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仅
靠大学生在读时缴纳住房公积金，就想圆毕业买房之
梦，也许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在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
某些城市研究制订这样的政策，总让人感到劲用的不是
地方。

——— @八月微尘

大学生还没有走上社会，不是在职职工。大学生缴
住房公积金，本该由单位缴纳的部分哪里出？如果单位
部分没有落实，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住房公积金，

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商业保险。
再说，大学生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更没有经济来

源，对家庭富裕的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上辈为孩子辈甚

至孙子辈购房，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导致家庭富裕者更富裕；而对于家
庭困难者来说，本来就存在差距，这会使一代代差距更大。

稍微展开分析，如果大学生缴住房公积金，真的“早缴早受益”
“完善大学毕业生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政策措施”，那么按照这个
逻辑，住房公积金还可以提前到中学、小学、幼儿园。

———＠阿尼古

大学生缴纳住房公积金，缴得少实际作用不大，缴得多父母的经济
压力就会比较大，有些家境贫困的家庭更是难以承担。这样，在学生群
体中就会产生“富家更富，穷家更穷”的状况，这不仅会对学生的成长

造成困扰，也有悖于住房公积金帮助低收入者解决住房困难的原则，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住房问题,只是将责任推给了上一辈人,让“啃
老”变得名正言顺。其实年轻人买不起房主要是首付不够的问题，月供
压力算是次要问题，首付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却先去解决贷款利率高的
问题，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殷莲芬

政策普惠 有益探索
这一次，尝试推出大学生缴存使用公积金合作计划的，恰恰是我国

中部地区的五个重要城市。不难看出，这些地方在拥有大量高校资源的
同时，其实也十分担忧人才外流，所以，提前打通公积金的使用障碍，
缓解大学生毕业和创业时的购房、租房经济压力，做到以房留人、以人
兴城，不失为一项积极主动的有益探索。

大学生缴存使用公积金，虽说政策善意昭昭，但显而易见的是，由
于缺乏现成的参照和借鉴，其在执行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欠缺和风险。
比如，加剧“啃老”；再有，对于那些家境窘困的贫寒子弟而言，别人在
缴我不缴，势必也会提早感受生活不易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由此而论，
这项局部范围的公积金惠民新政，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平添了校园喧扰，

给莘莘学子的安静学习、潜心钻研，或会带来干扰与冲击。
用政策设计消弥“二次啃老”，不妨参考助学贷款，进一步做好公积

金善政的制度配套和再完善设计。一方面，采用自愿缴存，鼓励一部分
大学生早作准备，为毕业后享受公积金制度的好处参与其中；再一方面，
由政府推出无息或低息贷款，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早缴早存，尽

最大可能使政策红利惠及更多的大学生群体。如此，大学生缴存使用公
积金就能扬长避短、亮点益显，对学校的内敛气质和学生的学习氛围，
其影响也能消解到最轻最少。 ———＠黑白

如今买房已是不少大学毕业生的头等大事，甚至需要全家合力方能

实现城市安居。而谈到安居工程，此五省会城市算得上是未雨绸缪，通
过制订相关的政策措施，为在校大学生缴纳公积金开通了“便利之门”。
在笔者看来，普惠公积金更似全民社保，可谓是“花小钱办大事”，同时
也减轻了大学生未来的购房压力。

普惠非强制，让大学生缴纳公积金更容易给大学生一种定居感和稳

定感，从当地发展角度而言，无疑有利于留住人才，从而更好地助力城
市发展。 ———＠程彦暄

古人把成家立业连在一起，自有它的道理。按目前的教育周期来计
算，大学生毕业离开校园时一般已二十多岁，正好处于成家立业的关口，

如果抛开家庭资助、在校生创业赢利等方面的考虑，他们也同时处于一
穷二白囊中羞涩的尴尬境地。且不说大学生择业之难，动辄千元以上的
房租、百万以上的房价更是让人晕头转向。

在校大学生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大利
好，等于提前给他们毕业后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也会吸引更多的学

生报考和留在这些城市。虽然缴纳公积金表面看是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但
究其实质却是减轻了毕业后置房的压力。如今面对高房价，父母在子女购
房时给予一部分经济上的资助，实属情理之中，不能仅用“啃老”一词来
谴责大学生们的无奈和无助。如果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按一般毕业
生就业后的平均工资来计算，大多数毕业生可能一辈子甚至大半辈子当

“房奴”。况且缴纳公积金是以自愿为原则，而不是强制，给了大学生自由
选择的权利。因此说，此项决策值得向全社会推广。

———＠蔡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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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触屏屏时时代代，我们应该怎样阅读？
!万戈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

式的接触率为68.2%，图书阅读率为58.8%。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纸质
读物阅读仍是五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
……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
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今年，“全民阅读”第四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并提到“大力推动、加强科学普及”。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社会各界，都在以
自己的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既有大火的 《朗读
者》 《中国诗词大会》 等文化综艺类节目造势，

也有上周镇海举办的千人换书大会接地气，这
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享受
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触屏时代，电子阅
读大大拓展了我们的阅读空间。采用搜狗搜索引

擎和豌豆荚应用商店搜索显示，仅“阅读”“读
书”相关微信公众号即有500余个，他们能在短
时间内用通俗简洁、明快风趣的语言推介一本社
科读物，迎合了碎片化时代人们想要及时获取知

识，但又不想花费大量时间认真读完一整册书的

偷懒想法。所以有了这样的数据：2016年国民手
机阅读率达到66.1%，已经连续8年增长。人均每
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00分钟，超过两成手机阅读
接触者喜爱“都市言情”类小说。

照理，无论什么方式的阅读都是阅读，但

在很多人看来，电子阅读算不上真正的阅读，
因为通过手机，看的多是微信、段子、“鸡
汤”。更令人忧虑的是，如果不考虑这样的阅
读，每人每年的阅读量不到８本书。传统媒介
中，除纸质图书阅读时长外，纸质报刊阅读时

长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触屏时代，我们应该怎样阅读？这个问题

值得我们深思
电子阅读，其特点在于“便利”两个字。

现代生活节奏快，便利的阅读方式有利于知识

的普及和知识面的拓宽。但同时，碎片化的阅
读，不利于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不利于知识的
积累。“鸡汤文”阅读率虽然远高于传统文学，
但构筑书香社会，仅仅只盯着阅读率还不够，

我们应该提倡有质量有分量的阅读，让阅读成

为一种力量。
这并不是说一定要走进图书馆、书房，钻

研大部头。汲取知识不必过于在意仪式感和庄
重感，承载分量和思想的不仅仅只是传统的文
学类书籍。我们不可能为所有阅读者规定“必

读”什么，因为在此为“必读”，在彼未必。阅
读是生活的一部分，谁愿意按照别人的意思安
排自己的生活呢？更何况，即便是微信上的内
容，不少也还是有益的。

笔者认为，真正的阅读在于走心。若不走

心，纵使把你埋在书海里，阅读于你而言只是
煎熬，浅阅读都谈不上，更别提深度阅读了。
普及全民阅读要重视培养兴趣，电子阅读和纸
质阅读可并行不悖，让国民想阅读并方便阅读，
使阅读真正能带给人智慧，成为人们汲取精神

营养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实
体书店，另一方面则要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电子
阅读的深度和精度，让电子阅读更具书香气。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时事评点

社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