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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游客在西安城墙景区游览发现，在景区各大入口处，“创建
无烟景区”、“烟头不落地、西安更美丽”等标识格外醒目。游客在购票
时，都会受到服务人员的提醒并积极响应贴上文明志愿标识，主动将
随身携带的打火机存放在景区入口处。从现场实地情况看，创建无烟
景区已取得明显成效，一个全新的文明景区正呈现在游客眼前。

2016 年 12 月 24 日下午，履新近一个月的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
到城墙景区视察，3 个小时后，他结束 13 . 74 公里绕城一周的路程，
捡起了 27 个烟头。市委书记王永康的这次巡查，让西安城墙成了这
场全民参与“烟头不落地”行动的起始点。

当天，曲江新区党工委书记李元、管委会主任陈吉利召开现场会
议，部署工作落实举措。2016 年 12 月 25 日，西安城墙管委会全员上
岗，全区域、全时段、全覆盖开展“西安城墙创建无烟景区”工作，在全
景区营造出“烟头不落地、西安更美丽”的浓厚氛围。2016 年 12 月 26
日，西安城墙正式启动“创建无烟景区、树立文明标杆”活动，在社会
各界广泛响应和强力支持下，取得显著效果。

西安城墙景区齐步奔跑、做出示范，有步骤、分阶段、有主题地推
进“烟头不落地、西安更美丽”、“文明劝导”、“志愿者参与”、“组建市民
社会监督团”等系列活动，带动全民擦亮城市的生态文明底色。

西安城墙景区向全社会招募文明志愿者，通过巡
捡垃圾、杂物等方式，实地体验城墙日常保洁工作，
鼓励和倡导文明旅游行为，为全国文明城市添力。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安城墙又是古都西安
靓丽的文化旅游名片。早在 2013 年，结合工作实
际，城墙景区管委会就在全国范围率先制定了相对完
备的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实行精细化管理、标准化
作业流程和标准化考核体系。

四年来，操作实践证明，城墙景区的标准化体系
为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标
准化体系已经延伸到城墙的文物保护、安全管理、护
城河建设等方方面面。无论是老职员还是入职新人，
只要按照标准化流程步骤开展工作，其效果都是一致
的。景区每一个岗位的工作结果，都能经受住标准化
体系的严格考核，每一个工作步骤，都深入景区员工
心间并成为一种习惯，城墙景区的精细化管理就这样
形成了长效机制。

标准化管理并非只是设施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服
务的标准化。相对于其他较为封闭的文化遗址景区，西安
城墙景区除了城墙本体，还包括免费供游人休闲的环城
公园和宽阔的护城河。在日常管理上，一方面要让游客在
免费的环境中欣赏美景，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游客能体会
到高质量的服务。因此，环卫设备等“硬件”不断升级，要
和巡查劝解等“软件”不断提升紧密结合。

城墙之上，500 名社会义务监督员时常提醒游客注
意公共卫生，全天巡视的安保人员让游客安全游览、放心
参观，与此同时，在城墙的四个明显区域设置吸烟区，让
文明创建活动更加人性化；环城公园中，星罗棋布的休闲
座椅给游客提供了休息的位置，摆放有序的环卫设备让
“垃圾不落地”，工作人员在环城公园的角落中清扫，开放
式的环城公园更加精细。

西安城墙景区如今已成为西安留给中外游客的第一
印象。对标“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整洁卫生的环境、规
范有序的管理、精准到位的细节，为西安城墙景区增加了
无穷的魅力。

··广广告告··

捡起小烟头，推动大文明。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开始，西安城墙景区围绕“三基建设当第一、标
准体系树第一、口碑评价争第一、无烟景区创第一”的总目标，全面启动“创建无烟景区、树立文明标
杆”活动，从捡烟头、拾垃圾做起，逐步将文明创建活动延伸到城墙管理服务的方方面面和工作的每一
个环节当中，全面提升现有一流标准体系，迈出向同类级景区第一标准进发的步伐，全力打造世界一流
旅游目的地。

莫言：我依然有写伟大作品的梦想 新华社兰州 1 月 18 日
电(记者任卫东、王衡、张玉
洁)“火车上一整节车厢都是
超市，价格比外面还便宜！”
1 月 17 日，兰州开往张掖的
“金张掖号”上，53 岁的刘子
智一手拎着刚买的 3 盒土鸡
蛋，一手拿着列车工作人员
刚写好送给他的对联，满脸
笑容。

刘子智在兰州东部市场
当大货车司机，每年春节都
要坐火车回家。年味儿浓浓
的“年货超市”，让坐过十几
年火车的他感到惊讶。

车厢门楣上，贴着“年货
带回家”红底黑字横幅，车窗
贴着对联、窗花，大红灯笼、
鞭炮模型、中国结从车顶垂
悬下来，宁夏的枸杞、甘肃的
猴头菇、中药材等土特产品
琳琅满目……“年货超市”占
据了整整一节车厢。

“金张掖号”是兰州铁路
局打造的品牌列车之一，设施设备、服务标准等
软硬件比普通列车更高。今年伊始，它和兰州与
天水间的品牌列车“麦积山号”、兰州与上海间
的“兰州旅游号”、兰州与敦煌间的“敦煌号”开
设了“年货超市”。

“年货超市”才问世几天，就深受欢迎。“车
上一盒百合干 198 元，比市区超市便宜了 30 多
元。”在兰州上大学的王辉挑了 3 盒兰州特产百
合干带回家。

“这里的年货，大多是我们和甘肃、宁夏等
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或扶贫企业联合打造的，
我们负责保证质量，价格也比市面上的便宜一
些。”兰州铁路局兰州客运段经营创新科科长孙
建辉说。

记者看到，一盒猴头菇的包装盒上印着“精
准扶贫-兰铁携手陇南市政府共创精品”，另一
盒西北饮品“三泡台”上印着“精准扶贫-兰铁携
手中卫市扶贫龙头企业共创精品”。

“‘年货超市’已经实现电子商务化，旅客在
火车上下单，在家等着收年货就行。”孙建辉说。

甘肃省妇联提出的扶贫项目“陇原巧手”也
登上了列车。虎头鞋、刺绣、荷包等由甘肃贫困
地区妇女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品，受到乘客的欢
迎。头一回上车，就卖出去了 60 多件产品。

乘客还能买材料包，在车上跟手工艺人学
习制作工艺。“现学现做，让乘客感受活态传统手
工艺，既能推销产品，还能传承文化。”甘肃陇原
巧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世贤说。

“小超市撬动大经济，也助力精准扶贫。”兰
州铁路局局长王峰说，“年货超市”是兰州铁路
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之举，在全国
铁路中属于首创。这改变了列车上推车叫卖的
传统，所售年货不是“大路货”，每卖出去一件，
都能为农民增加一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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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记者史竞男)儒雅
的中式服饰，盘扣系得一丝不苟。所到之处，水泄
不通，闪光灯亮成一片。他眯起眼睛，对此习以为
常。

还是那个熟悉的莫言，距离摘得诺贝尔文学
奖已经过去了四年多，他依然是当代中国最受瞩
目的作家。

日前，莫言带着他的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亮
相北京，一向“莫言”的莫言，一改惜字如金的“话
风”，在活动结束后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

对于作家而言，写作和作品是永恒的主题。莫
言的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
当代社会现实融为一体，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恣意
汪洋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
瑰丽的小说世界。尤其是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已经牢牢地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疆
域。

在莫言看来，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爱好者，还
是应该先写自己最有体验的事情，跟自己切身最
为相关的事情。“你要持续不断地写作，形成自己
的风格，那就必须回到自己的记忆当中去、童年当
中去、故乡当中去。”莫言说，现在写小说他还是会

把小说的内容家乡化、故乡化。但每次写作，他
都有强烈的创新意识，逼着自己走一条艰难的、
危险的创作之路。

莫言的创作道路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也
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现在回想起来，在上世纪 80 年代，大家确
实把文学当做一个重大问题来关注，全国人民
把文学作为热点。”莫言说，当时一份文学刊物
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
育馆竟然可以卖得座无虚席，而且有很多“站
票”……

时至今日，文学不再是一种“显学”，甚至处
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对此，莫言怎么看？

“现代社会，消费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一方
面，客观的社会进步造成了大家阅读量减少，
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作家
自身的原因，没有吸引到读者的阅读兴趣。”莫
言认为，不能因此而贬低中国当代文学，实际
上，自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近 30 年来的中国
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国际上形成了很大
的影响。

“最近十来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国翻译

家、外国出版社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我觉得最根
本的还是我们作品的创作质量提高了。”莫言
说，好的翻译，能够为作品增光添彩，对于中国
文学走向世界，翻译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但根
本来讲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作品质量；与此同时，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力提升，也带动了世界对
中国文学关注的提高。

作为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作家和创造力
旺盛的高产作家，莫言曾经创作出《红高粱家
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 11
部长篇小说，还有《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
架》等中短篇小说 100 余部。但在诺贝尔文学奖
的光环下，他却没有再出新作。

“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的新作
什么时候能出来。”莫言坦言，获奖后他参加各
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去过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演
讲，也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其他文章，但是他对
文学的梦想力度没有减弱，对写经典文学的准
备没有停止。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
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每次写的时候
都是铆足了劲，但是往往写着写着就感觉像爬

一座高山，爬不到顶气就泄了。这是对一个作家
毅力、才力、精力的考验。”莫言说，“我已经年过
六十，依然还是有写伟大文学作品的梦想，正是
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还有这样的实力，还是
要写下去。”

据莫言透露，他的下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
目前正在创作之中，时间跨度从历史延续到当
下，人物五行八作，各显神通，将全面立体化地
展示一段时期的社会生活。“非常坦率地说，我
一直在努力，而且我一直很努力。这几年我一直
在搜集各方面材料，甚至也悄悄地到一些地方
去调查和采访。千方百计做准备，尽量想把这个
作品写得好一点。”

在接受采访的房间一角，莫言的作品堆积
如山，正等待着他一一签名。门口的读者不停地
向屋内张望，眼中充满期待。

“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想成为公众人物，我
只能作为一种习惯来承受它。”莫言脸上流露出
无奈和疲惫，“我非常企盼着，我现在比任何一
个人都更企盼着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因为热点、焦点一旦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
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

环保部、甘肃省将强力推进祁连山生态整治

祁连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由于生态破坏问题，2015 年 9 月国家林业局和
环保部对相关地区及部门进行约谈并要求整
改。而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近期结束的
督察中发现，一些问题依然禁而未绝。

地跨甘肃、青海两省的祁连山脉是河西走
廊内陆河的发源地，一旦出了问题，波及的不止
甘青两省，甚至会危及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
实践。督而不改、查而不纠，表面看是一些地方
没有很好地处理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质
上则是在一些地方和少数干部中，对生态安全
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足，绿色发展理念尚
未真正树立。

对于甘肃、青海这样的欠发达省份而言，生

态和贫困问题复合交织，加快发展、摆脱贫困是
民心所向，但发展要选对路径，既要保温饱，也
要保环保，既要求生存，更要求生态。发展路径
的选择要有整体观、长远观、大局观，坚决不走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绝路，不走“先污染后
治理”的歪路，也不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
坚守绿色底线，落实“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保证生态屏障稳固、江河之水清澈、空
气四季常新。

当前，有关地方应认真检视生态现状、正视
生态问题，对环保督察中发现的问题必须从速严
格整改，相关部委也应加强统筹，完善有关政策，
给予必要支持，建立健全祁连山生态保护长效机
制，如此才能真正筑牢生态屏障，为子孙后代留
下丰厚的自然遗产。 新华社兰州 1 月 18 日电

生态问题不能督而不改、查而不纠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记者高敬、黄文

新)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严重破坏问题近期广
受关注。记者 18 日了解到，环保部和甘肃省将
强力推进祁连山生态整治。

祁连山是甘肃河西五市及内蒙古、青海等下
游地区 500 多万群众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和
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也是丝绸之
路的关键区段。

从 2015 年开始，新华社记者多次深入采访
发现，探矿采矿、“掠夺性”放牧、旅游开发项
目未批先建、小水电项目陆续上马等行为，让脆
弱的祁连山生态不堪重负，一些局部破坏已不可
逆转；随着气候变暖，雪线上升、冰川加速融
化，下游地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危机已迫在眉
睫。

记者了解到，此前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和西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进行遥感监测与实地核
查，已发现该保护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和水电设施
建设活动明显、旅游设施未批先建、生态环境局
部有所恶化等问题。

环保部此前已多次去祁连山地区进行调查，
并联合国家林业局对当地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

行约谈。
近期，环保部又派出生态、环境监察等部

门人员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情况进行具体核
查。下一步，环保部将对此进行研究部署，从
多方面着手进行生态整治。

甘肃省近期已召开多次专题会议，表示要
将祁连山问题彻底解决好。结合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以更加清醒的认识、更
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切实让祁连
山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出成效。

甘肃省政府已经成立督查组，于 1 月 17
日至 25 日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问题整改工作展开全面督查。从省政府相
关部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 9 个小组，分别对
5市 11 个县(区)进行实地督查。

督查内容包括：媒体采访发现问题的办
理情况，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在甘期间受理
涉及祁连山区域 5市 11 个县信访举报环境问
题的办理情况，保护区内水电站的问题，黑
河、石羊河、疏勒河三个流域主要河道污水
垃圾、非法采砂等环境整治情况等多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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