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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即将结束，许多学生的暑假作业还
没有完成，“写字机器人”这一黑科技再一次
吸引众多学生的眼球。此机器可以模仿使用
者的笔迹，书写指定内容，还可以迅速地完成

规定字数。为了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暑假作
业，一些学生不惜花上几百元乃至上千元去
购买使用。一方面，学生课业压力大和老师
布置作业的不合理引发网友讨论，另一方面，
书写汉字的意义也成为热点话题。

随着此类机器人的广泛使用，不难会让
人引发关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传统文化影响
的思考。从前书信来往，一字一句都是从笔
尖流露出来的情感，开头一句“展信安”传递
出对友人真挚的祝福。而今电脑的广泛使
用，手机、平板电脑盛行以及“无纸化办公”导
致现代人书写汉字机会越来越少。书写汉字
的要求和水平标准也随之愈降愈低。

在互联网时代，交流方式的多变使手写
的功能性削弱，但汉字书写所承载的文化意
义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那么氤氲文化韵味
的汉字，你真的了解吗？

追溯汉字的前世今生

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距今约

3600多年的历史。随后在青铜器上出现了
大量的铭文，被称为“金文”。公元前 221年，
小篆开始通行，后来简化为字形更为方正简
单的“隶书”，隶变被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的
分水岭。

而如今我们所使用的简体字源自与60年
代开始的汉字简化改革。区别于笔画较为繁
琐、不适合快速书写的繁体字，简体字的广泛
运用和推广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开始，再到金文、小
篆，隶书、行楷的更迭，直到最终新中国简体
字的演变完成，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凝结着伟大的中国智慧，也体现出中国人对
世界细腻的感知方式。汉字不单单与每个人
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形成、
传播与发展。

感受汉字的形神兼备

“写字机器人”书写得再工整，也传递不
出一个人对于汉字书写的审美。作为中华文

化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的汉字，在
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以规范的
形式书写是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
共识。有了形，具其神，才能形神
兼备，这也是汉字历经甲骨文、金
文、小篆、隶书等发展演化阶段所
形成的特点。

如果对每个汉字寻根溯源，其中的笔画
都有示意，表形的特点决定了汉字的形、义关
系。确立汉字书写的规范，不仅是为了方便
实践，更是为了传承文化。这一文化历久弥
新，在当今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规范汉字书写
尤其重要。

体验练字的深刻意涵

“写字机器人”的热销和流行引发众多网
友热议。从教育的角度看，让小学生适量的
抄写也绝不是“形式有余，意义不足”的重复
性劳动，而是夯实基础必不可少的一环。写
得一手漂亮的好字，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

日常生活中，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
代越来越倡导学生们重视汉字的书写，感悟
书法之美，体会汉字背后的深刻意涵。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中国文
化的密码。汉字的古今同脉也是民族文化传
承和文化自信的根基。横竖撇捺之中，尽抒
文化自信。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并不
是在做无用功。

感受汉字之美，体验练字之趣。在这个
一分钟可以在电脑上敲出几十个字的时
代，键盘上的手指翻飞代替了白纸上的一
笔一划。不妨静下心提起笔来写一写，感
受一下汉字的美感，别让自己握着鼠标却
忘记了笔杆。 □田岱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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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黄山风景区也发生了“野游”者
被困请求救援事件，黄山风景区管委会依据
《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中关于有偿救援的规定，对本次
救援收取了费用。这也成为黄山风景区实施
的首次有偿救援。游客王某某的亲属代其将
3206元有偿救援款汇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指
定账户。事实上，本次救援累计发生费用远
不止这些。

“请问是公安局吗，有一位游客可能在悬
崖上被困住了，你们能不能帮帮他？”6月1日
13时 28分，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
汤口镇个体工商户杨某（化名）报警，称游客
王某某疑似在黄山风景区慈光阁片区被困，
请求景区予以救援，景区110立即指令景区紧
急救援大队实施救援。

5分钟后，救援大队启动预案，协调景
区公安局利用技术手段初步确定游客被困区
域。同时，就近在慈光阁片区组织管委会综
治、防火以及股份公司环卫、汤口旅游服务
公司工作人员开展搜寻。14时 51分，救援
人员在朱砂峰东侧斜坡发现了王某某，此处
四周均是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王某某进退
两难。

随后，风景区派出所所长江成平带领 5
人救援小组从慈光阁检票口旁沿朱砂峰山体
上行前去救援，他们每人都背着 15公斤左右
的救援装备，沿途裸露岩壁较多，十分光滑，
无可着力处，救援过程十分艰难。

17时 23分，救援人员到达王某某上方约

10米的山脊处。随后，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等
装备将王某某安全转移至上方山脊处，为其
戴上头盔和手套，稍作歇息后护送其返回。

当天20时33分，救援小组全部安全返回
慈光阁，现场救援任务结束，从接警到人员安
全下山共用时7小时5分钟。

经过询问得知，王某某当天穿过黄山风
景区慈光阁票房附近铁丝网，未购票直接进
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不小心从岩壁上滑
落，跌落在岩壁下方一块平台上。之后王某
某试图往上攀爬，由于岩壁湿滑而失败。由
于手机电量不足且信号不好，他随后通过微
信向之前认识的个体户杨某求助。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在景区正常
游览线路、游览区域的游客，非个人原因造
成的事故，黄山风景区都会履行公共救援的
责任和义务，即无偿救援。对于擅自进入景
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游客（无论有无购
票）产生的救援，黄山风景区将实行有偿救
援。6月 11日，黄山风景区有偿救援领导小
组召开会议。经商议决定，依据“办法”第
七条规定，依规对王某某追偿救援产生的费
用。费用清单包含救援过程中产生的劳
务、院前救治、交通、意外保险、后勤保
障、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等相关费用，且
劳务费用仅计算参与救援的 4名非管委会工
作人员费用。

笔者还了解到，本次救援符合该风景区
有偿救援规定，满足三个原则：一是被困人员
已成年，其精神健康、智力健全，系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公民；二是其不遵守景区的管理规
定，擅自进入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本次
救援中，王某某被困位置已处于一片悬崖，远
离正常游览步道，其翻越的防护拦网在数十
米处就有明显的禁令标牌）；三是当事人当时
已陷入困顿或危险状态（王某某进退两难、上
下不得，并报警求救）。

“此次救援累计发生费用 15227元，其中

有偿救援费用3206元，由当事人王某某承担，
他表示无异议。每一项费用的计算都有明确
公式和详细参考标准。”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程光华介绍，游客求
助后，管委会严格按照规定，坚持先救援、后
收费，并及时向游客告知有关管理制度和有
偿救援规定。

笔者查询本次救援费用清单发现，人员

劳务费用计算方式按照 2017年安徽省城镇
非私营单位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行业年平均工资 74487元除以 365天，乘
以周末2倍工资，再乘以参与救援人数来计
算；车辆费用则为汤口镇至慈光阁旅游观
光车单程票价 19元/人乘以参与救援人次；
索道费用是玉屏索道单程票价乘以上下双
程再乘以玉屏片区赶赴慈光阁救援人员数
量得出。

笔者了解到，2018年上半年，在《黄山风
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出台前，有社
会公众和广大网友留言“没钱就活该被挂悬
崖上”，也有人担心会出现“天价救援”等问
题，从本次救援来看，没有出现此类现象。

黄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它在国
内旅游景区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据了解，黄
山风景区具有山高谷深、地势险、游道陡等
特点，每年都有众多游客进入风景区未开
发、未开放区域进行户外活动，之前每年都
发生不同等级的救援事件，部分游客还存在
携带火种进山和野外生火行为，这无疑对景
区森林资源造成严重威胁。

2018年年初，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开始起
草《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在
汇总收集多方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多次
思路调整和措辞修改，该“办法”于当年7月1
日正式实施。该“办法”对企图进入黄山景
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
震慑作用。据统计，2018年7月1日以来，在
管委会辖区内劝阻试图进入景区未开发、开
放区域的旅游者 3批 41人次。与前一年相
比，试图进入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旅
游者批次下降了一半、人数下降了45%。

据了解，国外一些地区和景区早已实行
了有偿救援制度。2014年 10月，四川甘孜
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率先实行有偿救
援，成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者”，四姑娘
山风景名胜区也在2018年9月1日启动了有
偿救援。

目前《旅游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安徽省旅游条例》《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
例》等多部法律法规都对“驴友”进入没有安
全保障区域的行为及有偿救援作出了具体
规定。

程光华表示，有偿救援的目的不是为了
“收钱”，也不是搞“天价”收费，而是为了有
效遏制擅自进入风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
旅游或探险的行为，更好地维护游客生命财
产安全和景区生态资源安全，也为了将景区
有限的救援力量和救援资金投入到正规游
览线路游客的救援救助保障中，加强景区救
援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提升游客满意度和
安全感。

此外，笔者发现，也有媒体和网友对有
偿救援提出建议：“游客遇险原因，到底是

‘任性’，还是存在客观原因，在具体界定上
往往比较复杂。”

对此，程光华告诉笔者，黄山风景区将认
真采纳媒体和网友的意见、建议，并结合景区
救援工作实践，进一步修改完善景区有偿救
援办法，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对各种情形做好
充分预案，提升黄山救援工作水平，更好地保
障旅游者生命财产安全。 □王海涵 王磊

暑期又一阵户外旅游热兴起，与此同时，
驴友进入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野游”
行为屡见不鲜。前不久，黄山风景区就发生
了“野游”者被困请求救援事件，黄山风景区
管委会依据相关规定，对该次救援收取了
3206元费用。

后旅游时代，不少驴友已不满足于由景
区提供的常规景点，而热衷于走常人不敢走
的路线、看常人无法看到的风景。无限风光
在险峰，“野游”对于曾经沧海的驴友来说，确
实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但“野游”不是野炊，
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一旦遇险，
就将惹出一长串的麻烦——救援不及时，驴
友性命有虞；即便救援成功，也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一人遇险往往需要出动成百上千
的救援人员。

当下，人力成本极高。大量的人力投入，
由此产生巨额的救援成本，该由谁来埋单？
要在过去，这不成问题，因为一直以来，大多
数景区对于“野游”遇险的救援，都出于人道
主义精神，并不收费。但在今天，无偿救援大
有商榷的必要。若救援力量来自公安、消防
等部门，就等于纳税人掏腰包。站在纳税人
角度，我们有什么责任替不守规矩的驴友埋
单？动用公共资源提供无偿救援，客观上助
长了“野游”行为，亦极为不妥。实施有偿救
援，让驴友为自己的“任性”买单，合情合理更
合法——《旅游法》第八十二条有明确规定。

严格来说，有偿救援只是“友情价”，远低
于“成本价”，不足以支付所有费用。就像黄
山风景区那次救援，累计发生费用15227元，
获救游客才支付3206元。从责任承担角度，

由于是游客犯规，理应负全部责任，就算“照
单全收”，支付所有救援费用也是应该的。从
惩戒角度，对“野游”遇险不应止于有偿救援，
有必要实施惩罚制度，追加罚款，以儆效尤。
今年5月，有一位违规穿越无人区失联50天、
最后获救的徒步爱好者冯某，就被当地森林
公安局处以5000元罚款。

黄山风景区试行有偿救援，开了一个
好头，那些深受此类行为困扰的景区都不
妨行动起来，尝试用经济手段捆住“野游”
者的脚。 □练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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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救援不为有偿救援不为““收钱收钱”” 只为遏制只为遏制““野游野游””行为行为

“野游”遇险救援，有偿还要有罚

暑期又一阵户外旅游热兴起，与

此同时，驴友进入景区未开发、未开放

区域的“野游”行为屡见不鲜。7月

初，3名驴友无视禁止攀爬的“禁令”，

非法进入广东曲江罗坑自然保护区船

底顶核心区，迷路被困，最终被救援人

员奋力救出。7月上旬，重庆市南川

区头渡镇前星村7名驴友在开发未开

放的峡谷里探险被困，被消防人员历

经14个小时救出。6月上旬，7名驴友

组队穿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时，在大雪塘发生意外，其中一名女队

员遇难。7名驴友涉嫌违规进入国家

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核心区，1人付出

生命的代价，其余6人被公安机关分

别罚款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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