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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记者魏梦佳、乌梦达)正值
各地高考分数公布之际，25 日，“上大学网”公布了最新
一批“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这是该网第四次公布上述
榜单。其中，注明“中国”“北京”“首都”等字样的假大学数
量达 39 所，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上大学网”查证，这百余所假大学均不在教育部公
布的具备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中，也不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相关民办学校名单
中。

打着大学幌子却无实体学校 蒙骗低
分和低学历人群

“上大学网”内容总监谌江平告诉记者，今年上榜的
118 所虚假大学是根据近年积累的一手资料及热心网友
举报再经与教育部公布的权威名单查证汇总得来。“绝大
多数假大学都是左抄右盗、东拼西凑，自建所谓空壳网
站。打着大学的幌子，却无实体学校，以此蒙骗广大高考
低分、低学历人群。”

记者打开榜单上的数所假大学官网发现，这些貌似
“高大上”的学校在名称上与正规大学高度相似或借用其
曾用名称，其网站则抄袭正规高校往年简介、盗用图片文
字，粘贴各种教育类新闻，编造学校讯息，并借助贴吧、论
坛等发布信息和广告，极具欺骗性。

例如，“北京科技经济管理学院”在校名上仿冒正规
高校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其学校简介则抄袭正规高
校山东财经大学 2008 年简介，校园新闻等内容也是抄袭

盗用一些正规高校的网站内容。
由于多数假大学网站是模仿正规学校，“北京科技学

院”“南京工商学院”“吉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等假大学
官方网站首页，竟神奇地雷同。

造假售假一条龙 给假学历再设置假认证

仅凭一个虚假网站如何招生行骗？记者了解到，虚假
大学受害者大致分为三大人群：低分但很想上大学的高
考生及其家长；因学历门槛在报考、职称、升迁、待遇等方
面受限的在职或求职者；能力不够学历来凑、心存侥幸的
低学历人员。

“专科 1100，专升本 1300，本科 1500，从报单时开
始算 20 来天，带学习卡，先款再操作……”去年 7 月至今
年 5 月，“上大学网”从各渠道收集到多份假证书价目表，
发现多达千余所“大学”的毕业证或学位证在互联网、社
会上“流传”。

“这些学历明码标价，180 元至 4500 元不等，可任意
选择，最快 1至 2 天即可到手，可让‘文盲’一夜之间变成
‘大专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在一些电商网站上，这类店
铺的生意很火爆。”谌江平说。

谌江平介绍，虚假大学犯罪团伙分工明确，形成有组
织的虚假毕业证书诈骗产业链。有人专门负责虚假网站
的建设、设计、维护管理，录入身份信息、假证书编号等，
有人负责伪造假证，还有人专门发展下线，兜售各种假学
历和文凭证书，以“低分录取”“内部指标”为诱饵实施诈
骗。

在具体操作中，假大学一般会要求考生通过网络支
付先打部分定金到指定账户，等考生拿到“证书”、在其官
网验证证书信息后，将余款缴完。

为营造骗局，大多数假大学设置“局中局”：在其官网
设置“学历查询”“证书查询”“信息查询”等入口，给假学
历再造一个“假认证”。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是目前教育部指定的唯一

的学历查询网站，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可利用其进行学历
查询。“虚假大学建网站的最核心目的，就是让伪造并骗
卖出去的大中专院校学历文凭证书上的证书编号，在其
所谓的官网上能查询到，欺骗考生和家长。”谌江平说。

行骗网站流动性强 部分正规学校监
管不严

每年高考前后，总会爆出虚假大学欺诈事件，甚至像
“北京科技师范学院”之类同一个校名年年存在，年年被
举报，但年年死灰复燃。

今年，“上大学网”通过多家网站 IP 地址查询第三方
平台逐一对 118 所虚假大学的网站域名查询，发现绝大
多数虚假大学的 IP 地址分布于香港、美国、韩国等地区，
其中香港有 80 所。由于网络域名注册、虚拟主机等获取
不受国界限制，网站数据可批量复制，建虚假网站成本低
廉，极易批量“生产”，成为假大学极易死灰复燃的首要根
源。

一些专家指出，部分正规高校监管不严，以至于有些
社会机构干脆打着名校的旗号设立虚假的“分校”或“二

级学院”，即使名称被克隆、信息被盗用，也不主动维
权、澄清，也促成了虚假大学野蛮生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考生和
家长相信“潜规则”存在也是假大学屡打不绝的重要
原因。根据“上大学网”对虚假大学受害者人群分
析，一部分人相信“花钱可以买文凭买学历”是潜规
则，稀里糊涂上当受骗；另一类则是“明知故犯”，
明知证书是假，但因为报考、升职、考核、入户等利
益驱使，甘愿“花钱买假”。

“很多侥幸得逞者，不仅不举报不投案，反而口耳
相传，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虚假大学泛滥。”谌江平认为，
要想彻底消除虚假大学，需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及各
级网监、各大网站域名注册供应商、相关高校、各级用
人单位、公检法等形成合力，加大对虚假大学以及制售
虚假学历文凭的打击力度，加大制假售假者的犯罪成
本，挤压其市场运作空间。

同时也要加强对学历、学位证书的认定，打消部分
人员企图以“假学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让造假者
失去市场。

最新 118 家“野鸡大学”被曝光
以“低分录取”“内部指标”为诱饵，招生诈骗何以“年年打年年有”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高洁)25 日
下午，浙江省湖州市市长陈伟俊接过国务院副秘书长、国
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颁发的“世界丝绸之源”荣誉证书
和纪念牌。经专家评审，中国湖州钱山漾文化遗址因发现
了世界上最早的绸片而被正式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
同日，来自钱山漾的两件丝绸精品，也将随“中国梦 丝
路梦”互联互通丝路行考察团，跨越亚欧万里长路，亮相
米兰世博会。

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在发布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一
带一路”是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的伟大创意，很可能引发
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与瓷器、

茶叶、长城等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钱山漾文化
遗址再次以实例说明“世界丝绸之源”在中国。面对这份
我们先人留下的沉甸甸的珍贵遗产，我们理当倍加呵护、

倍加珍惜，大力弘扬。

浙江省湖州市市委书记裘东耀在致辞中说，面对
“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湖州丝绸迎来续写千年辉煌
的机遇。湖州将主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发挥
丝绸文化底蕴深厚、丝绸产业基础扎实等优势，加大开
放融合发展力度，加快打造集丝绸产业、历史人文、生
态旅游为一体的“东方丝绸之都” ，让“世界丝绸之
源”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城南 7公里的潞村古
村落，是人类丝绸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古文化遗址。
1956 年和 1958 年，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们
在对遗址进行的两次发掘中，发现了绸片、丝带、丝线等
一批尚未碳化的丝麻织物。随后，经当时的浙江丝绸工学
院、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切片检测，其中的绸片和丝带被
确认为人工饲养的家蚕丝织物。经权威鉴定，这批织物距
今已有 4200至 4400 年，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家
蚕丝织品。

2014 年 11 月，学术界正式将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
命名为“钱山漾文化”。这一文化与年代稍晚的“广富林文

化”一起，填补了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
化原序列中从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之间存在的缺环，对
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至此，钱山漾文
化遗址成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实物见
证，并作为“世界丝绸之源”开始为世人认知。

据悉，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途国家和地区
之间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由新华社发起，外交部、商务
部、文化部、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等共同支持和参与
的“中国梦 丝路梦”互联互通丝路行考察团，于 6 月 16
日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东方起点之一的洛阳定鼎门出发
启程。将穿越中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横
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

等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终点站为 2015 意大利米兰世博
会会址。

发布活动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向意大利驻华
大使馆参赞饶塞佩赠送了由钱山漾丝绸织造的中国元代
书画家赵孟頫书写的《吴兴赋》摹卷。湖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胡菁菁，湖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高屹分别向中国贸促
会贸易投资促进部副巡视员、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轮值馆
长周侗赠送了《百年世博》丝织品和证书。《吴兴赋》和《百
年世博》两件精品将亮相米兰世博会。湖州市副市长闵
云、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分别向国家图书馆代表毛
雅君和考察团成员、新华社新媒体中心首席记者高洁赠
送了全套《钱山漾发掘报告》。

浙江湖州发现 4200 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物

“世界丝绸之源”花落钱山漾遗址

 6 月 25 日，
国务院副秘书长 、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王仲伟（前左）向浙
江省湖州市市长陈
伟俊颁发“世界丝
绸之源”荣誉证书
和纪念牌。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新华社广州 6 月 25 日电(记者王凯蕾)
2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 75% 的
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
监测指标。

按照业内人士估算，存贷比监管指标取
消后，起码释放出 6 万多亿元的信贷额度。这
将大大提升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增强对“三
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贷款投放。那么，
银行还需要拉存款吗？信贷会大规模上升吗？
金融如何把控？银行取消存贷比如何利好经
济生活，成社会关注热点。

一问：银行还需要拉存款吗？

“期末考试少了一项。”广州一些商业银
行的高管 25 日这样评价存贷比改革。

所谓的 75% 存贷比考核指标，是指银行
每吸收 100 元存款，最多只能贷出 75 元。过
去，在存贷比考核“指挥棒”下，为了应付考
核，每到月末、季末、年末，各家商业银行“各
出奇招”四处揽储。

国金证券分析师马鲲鹏指出，贷存比约
束下的“存款立行”策略意味着银行的存款吸
收压力是极其刚性的，因为小微企业存款派
生能力弱，在“存款立行”的经营策略下天生
难以成为银行的战略重点。

“理论上揽储压力会减轻一些，过去那种
为了应付考核时点达标而推出的高成本揽储
现象、存贷倒挂的现象会逐渐减少。”某股份
制银行广州分行信贷部经理陈信说。

业内分析人士称，存贷比取消，解除了银
行头上的“紧箍咒”，银行的部分精力由吸储
转移至资产管理、存量盘活等未来蓝海领域，
利好中长期发展。

陈信认为，取消存贷比只是说存贷比临
时超标而突发揽储的压力将消失。在 25%
的流动性比例和流动性覆盖率以及行内的管
理指标允许的情况下，银行可以灵活运用金
融市场工具进行短期调节资产负债的匹配问
题。“对储户而言，存款是各家银行立业之
本，因此该争夺的存款‘一个子也不能
少’。”

二问：信贷会大规模上升吗？

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后，信贷会大规模
上升吗？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存贷比监管指标
取消后，即使按照 80% 存贷比测算，16家上
市银行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约 6 . 6 万亿元，释
放出 6 . 6 万亿元的信贷。存贷比较低的银行
能够释放出的新增贷款较多。

尽管今年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存贷比为 65 . 67%，远低于 75%，但有不少城
商行以及部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存贷比
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 75%。存贷比取消，将
直接给信贷投放释放出更多空间。鉴于中小
银行信贷投放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将有助
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降低融资成本。

业内分析师称，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
后，银行信贷投放规模提高，资产配置结构
将调整，高息的信贷资产替代其他低息的资
产，净息差回升，从而影响到银行利润表，
提高盈利能力。只要其他流动性指标允许，
不妨碍银行持续稳健经营，个别银行完全有
可能“超贷”。

民生证券分析师李奇霖对此分析称，当
前信贷疲弱源于缺乏有效融资主体，存贷比
并非直接约束。此外，还有资本充足率和贷款
额度限制，因此，存贷比取消，信贷不一定会
大规模上升。

此外，专家指出，如果整个银行体系在存
贷比取消后都加快贷款发放步伐，那么货币
创造的速度和杠杆会明显加大，相当于整个
央行造血能力增强。

三问：金融如何把控风险？

没有了存贷比监管指标，依靠市场机
制，银行能不能做到“收放自如”，把控住
风险？

有关专家测算，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
后，商业银行存贷比最高只能达到约
80% 。且商业银行需要缴纳法定存款准备
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在存款保险制度已经
推出的背景下，金融业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
的概率不大。

“考虑到银行业 18 . 5% 的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的存在，单纯的存贷比指标的调整，并不
会让银行业因此就额外增加多少融资，但却
能够鼓励融资走‘贷款’的正路。”兴业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分析称。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

勇说，在当前互联网金融、股市火爆的背景
下，存款逃离银行的趋势已难以逆转，银行的
追逐存款的成本上升较快。取消存贷比“红
线”，替代为实质性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使银
行可以更加纯粹的根据自身业务开展的需要
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避免特定监管指标对业
务的干扰。

此外，存贷比的放开也将削减庞大的“影
子银行”带来的风险。多家市场机构认为，随
着存贷比的放开以及相关监管的趋于严厉，
过去通过银信、银证合作将信贷转为表外的
现象将持续下降。目前，银行理财中的融资类
占比已经在下滑，未来占比可能更低，银行理
财将更大程度上摆脱融资功能，成为实质的
资产管理者。

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城南 7 公里的潞村
古村落(现属吴兴区)。1956 年和 1958 年，原浙江省文
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第一、二次发掘。2006 年
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和 2008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州市博物馆
联合对遗址进行了第三、四次发掘。

钱山漾遗址原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个村落，距今
4000 多年。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慎微之先生首先发
现并有著述发表。1956 年 3 月和 1958 年 3 月进行过
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陶质的鼎、罐、壶、盆、钵等器皿。

出土物中还有石质刀、斧、锛、犁等生产工具和稻谷、蚕
豆、甜瓜、毛桃、花生等植物种子，从而说明湖州当时的
农业生产已具相当水平。遗址中出土的残绢片和丝织
品是我国和世界上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蚕丝织品，以
实例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发祥地。因此，钱山
漾遗址也被认定为“世界丝绸之源”。

遗址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 731 . 5 平方米。遗
址堆积丰厚，内涵丰富，出土遗物陶器、石器居多，陶器
主要有鼎、豆、簋、壶、罐、鬹等。有机质文物数量多，保
存好，有篓、篮、簸箕等竹编和桨、杵等木器，还有家蚕
丝织的残绸片、丝带、纺线和麻布、麻绳等。钱山漾遗址
是目前出土有机质文物最丰富的文化遗址之一。作为
我国和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蚕丝织物，遗址
出土丝织物的平纹结构、密度体现出新石器时期人类
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新媒体专电

钱山漾文化遗址

银行取消存贷比“红线”

银行还揽存吗

信贷会大增吗

风险如何把控■新闻背景

旅途中的温暖

▲近日，江苏镇江南站“润州之春”雷锋
服务站工作人员协助一名带小孩的乘客进
站。镇江南站针对铁路客流增加，积极组织人
员为老弱病残孕等旅客提供各项服务，以方
便群众出行。 新华社发

“县城里，三岁娃娃都知道它；全世界，各路专家学者、游客粉丝都在苦苦寻找它”

抗战生命线“二十四道拐”原来在贵州晴隆
新华社贵州晴隆 6 月 25 日电(记者黄豁、王晓磊、

李放)这是二战研究史上一个长达 60 多年的误会——— 有
一段堪称“抗战生命线咽喉”的著名公路，其形象早已
随新闻照片蜚声世界，却几乎无人知道其具体位置，多
年一直被误认为在云南乃至境外，这就是贵州晴隆的
“二十四道拐”。

数十年来，一提起“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人们
就会想起一张著名照片：一条险峻山道，沿着陡峭大山
蜿蜒而下，连转 24 道急弯，一辆辆货车满载援华物资
在上面奔驰，情景十分震撼。

照片是 1943 年美国随军记者拍摄的，图上的公
路，就是举世闻名的“二十四道拐”。经滇缅公路运来
的援华物资，必须经过这里才能到达重庆。

因为它险峻陡峭，运输十分艰难，美国盟军专门进
行了改造，派遣工兵营，会同当地民工拓宽路面，加固
路基，修筑挡土墙等设施，保障了重要物资源源不断送
到抗战前线。

“‘二十四道拐’的出名不是偶然。”重庆交通大
学校长唐伯明说，它的独特形状，最好地代表了抗战的
艰辛、中美盟军的团结，于是它几乎成了滇缅公路的标
识以及中美盟军团结抗战的象征。

然而误读由此发生：“二十四道拐”究竟在哪里、
是不是真的位于滇缅公路上，却长期没人弄得清楚。

数十年来，外界都认为“二十四道拐”位于滇缅公路
上。记者翻开当年的许多报刊、资料，都表示“二十四道
拐”属于滇缅公路，在云南甚至是印度、缅甸境内。

而真正的“二十四道拐”不属于滇缅公路，而是静
静沉睡在滇缅公路延伸到大后方的滇黔公路上，在贵州
晴隆县的山谷里被遗忘数十年。

“县城里，三岁娃娃都知道它；全世界，各路专家
学者、游客粉丝都在苦苦寻找它。”生长在晴隆县的中
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员陈亚林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晴隆人自己也不了解“二十四道
拐”的意义。“ 20 年前，晴隆当地人说起‘二十四道

拐’，都当成是家乡位置偏、交通不便利的象征。”国
家行政学院院刊室原副主任郝春和回忆说。他 1996 年
曾到晴隆考察扶贫，走过这段路。

郝春和告诉记者：“那时，晴隆县虽然已经把它认
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当地太贫困，不少群众吃不饱

饭，地方主要任务是脱贫，顾不上‘二十四道拐’的
开发、宣传。”

这场误读直到 21世纪才逐渐廓清。 2002 年，二
战史专家戈叔亚多年调查后得出结论：举世闻名的
“二十四道拐”照片拍摄地点不在云南和境外，而在
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境内。

“戈叔亚爬到‘二十四道拐’对面的山顶，拍了
一张照片，和半个世纪前美军记者拍摄的一模一样。

谜团这才解开。”陈亚林说。
消息公布，震动了学界，寻访者络绎而来。“有专

家、记者、游客，还有重访故地的美军老兵，甚至每天来
好几拨人。”晴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刚告诉记者。

看着一个个满脸敬慕的外地来访者，“二十四道
拐”附近居民惊讶不已：小县城出大宝贝了，原来自
家边上的山路这么出名。

25 日，重走滇缅公路的新华社记者重访“二十
四道拐”。在对面山巅眺望，著名的连续 S 形急弯
十分清晰，和 70 多年前的照片几乎一样。不少游客
驻足观看、拍照，直到夕阳西下。

目前“二十四道拐”仍然通车，还是当年的弹石
路面，两旁树木参天，十分幽静。一些抗战遗迹尚有
留存。在第十一道拐处，有一处挡土墙保存完好，这
是美军工兵参与修筑的，使用当时被称为“洋石灰”
的美国水泥，当地人叫它“美军墙”。不远处还有美
军修理厂遗址。

记者采访获悉，今后，“二十四道拐”附近将不再是
荒凉山谷，一个全新的“二十四道拐抗战遗址公园”正
在规划中。陈刚表示，遗址公园内将建起新的抗战博物
馆、观景台和人行天梯，方便人们缅怀历史、参观游览。

新华社杭州 6 月 25 日专电(记者周竟)杭州公交集
团近日在 6 条线路上试水“博爱专座”，这一做法推出
后引起了议论，有人叫好，有人觉得空着时也不能坐，
是一种资源浪费。
公交车设置特殊群体的“照顾专座”，在全国很普

遍。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座位常常被年轻或健康的人占
据，需要特殊照顾的乘客却不得不站着。

杭州公交集团客运部副经理陈施承说：“‘博爱专
座’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面。‘照顾专座’与‘博爱专
座’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基于自愿的让座，一个是带有
命令式的留座。”

5 月 4 日，杭州在 16 路公交车上率先尝试“博爱
专座”， 6 月 21 日起，又有 5 条公交线路加入。这 6
条线路的共同特点是老年乘客多。据公交公司反馈，自

16 路公交推行“博爱专座”以来，总体效果不错，大
部分人能自觉遵守新规。
记者随机进行了体验。在 4 路区间公交线路上，一

进入车厢，乘客就会听到语音播报：“把博爱专座留给
有需要的人”。在车厢中间位置，一排座位被贴上了
“博爱专座”的醒目标签。在记者体验的数趟车中，部
分“博爱专座”自觉地被留了出来，部分被占据了。在
人流量较高的时候，“博爱专座”齐刷刷地坐着年轻
人。

在采访中，部分乘客表示不知道什么是“博爱专
座”。部分对“博爱专座”有所了解的乘客对这种做法
也有不同看法。有乘客认为，设“博爱专座”很有人情
味，有助于提升社会关心和帮助特殊人群的意识。有乘
客认为，“博爱专座”的理念虽好，但是命令式的留座

方式显得比较生硬，在大家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
执行起来恐怕没法保证效果。

“就在刚才，一位孕妇上了公交车，‘博爱专座’
被一个年轻人坐了，司机提醒了好几次让座，但这个年
轻人无动于衷，司机也没有办法。”一位乘客说。

在网上，“博爱专座”也引起热议，不少人支持这
种做法，认为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有网民表示，如果
“博爱专座”运行得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让座摩擦，
公交乘车环境都能好很多。

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现在公交车上人这么多，
“博爱专座”平时空着是一种资源浪费。还有网民认为现
在大家素质没那么高，“博爱专座”可能会流于形式。

杭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杭州作为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际著名旅游城市，在公共交通中，提倡礼让互

助，其动机值得肯定。在具体探索过程中，建议根据
线路特点和人流情况，逐步实施完善，如在一些人流
不是特别拥挤的线路可先行尝试。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说，设
立“博爱专座”是好事，公交公司应该进行大力宣
传，让公众了解这个新事物的意义。“同时为了能使
‘博爱专座’达到应有效果，可以有一些策略，如选
择在公交平峰的时候推行，另外还要加强公交的出行
分担率，优化公交路线，使公交整体的拥挤程度下
降，这样大家留出‘博爱专座’的自觉性会更高。”

陈施承表示，“博爱专座”目前还是个新事物，
大家接受需要有一个过程。“相信随着宣传的推进以
及人们素质的提高，‘博爱专座’会得到更多的支
持。如果效果理想，将在杭州更大范围内推广。”

让座变命令留座，杭州公交试水“博爱专座”
做法引起议论，有人叫好，有人觉得空着时也不能坐，是一种资源浪费

▲车辆行驶在“二十四道拐”（6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二十四道拐”（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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