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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
大街小巷、园林绿地中忽然出现许多
美观大方的别墅式房子，上面写着

“青城驿站”。这些驿站可不简单，它
的功能包括洗手间、休息间、医药
箱、母婴室、自动售货机、免费无线
网、免费充电、免费热水和加热服
务，就像一间咖啡厅。

日前，笔者在驿站留言簿上看到
大量市民留言点赞，呼和浩特升级后
的公共厕所已经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
风景。

“进来后感觉就像进了咖啡厅般
‘高大上’，不仅设施完善，而且干净
卫生，跟以前印象中的公共厕所完全
不同。”说起青城驿站，呼和浩特市
民韩成不禁竖起大拇指。

此前，呼和浩特的公共厕所多为
旱厕，夏天臭气熏天，冬天寒冷如
冰。而且，市区内只有 767 个公厕，
大街上、小巷里往往几公里内难寻一
个厕所。人们在路边、树下、拐角处
小便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厕问题饱受
市民、游客诟病。

公共设施建设考验的是一个城市
的“良心”。2017 年春节假期刚过，
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对公厕问题
进行了明察暗访。后经专题会议研
究，呼和浩特公共厕所提升工程被提
上了议事日程——按照高标准建设近
300座青城驿站。

近日，笔者来到呼和浩特赛罕区
滨河路景苑小区附近一处“青城驿
站”。这是一座两层木屋综合体厕所，
一层有公共卫生间、饮品自动售卖机、
共享雨具等，二层有母婴服务室、温馨
书吧、茶艺小栈、手机加油站等。

“厕所建成之后，每天来的人挺
多。大家因为好奇，上完厕所之后，
都会上二楼看看书，喝喝茶。”打扫
卫生的吕学敏对笔者说，“厕所是新
建的，造型漂亮，屋内的物品摆放又

有特色，来的人都挺爱护环境、物
品，打扫起来很方便。”

市民郝美英说：“有了青城驿站
之后，我天天来这边散步休息。一楼
可以看电子图书，二楼可以看病，前
几天我还来量了血压。”

新式厕所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
但如何保证新式厕所的长期有效运行
是一个问题。呼和浩特市新城、玉
泉、回民、赛罕等各区都开始摸索

“以商养厕”。比如在五里营青城驿

站，建设银行设立了一台 ATM 机，
仅租赁费一项，就可以满足驿站正常
运行所需。

如今在呼和浩特市，市民、游客
发现，找厕所是件容易的事。路上有
厕所的指示牌，一些单位的内部厕所
也按要求向社会开放。全市共设置
500多块公共卫生间标识导向牌、920
块内部卫生间对外开放标识牌，使公
厕引导和识别标志更加清晰。

除了指示牌，人们还可以通过手
机下载掌上青城 App，及时找到最近
距离的厕所。打开掌上青城 App，点
击进入公共卫生间页面后，屏幕上会
显示出附近公共卫生间的分布位置。
图标分为绿色、红色、蓝色、灰色 4
种，绿色代表固定公共卫生间，红色
代表可移动公共卫生间，蓝色代表

“青城驿站”，灰色代表厕所暂不可
用。点击地图上任意一个位置，也会
显示出附近的公共卫生间图标。任意
点击其中一个公共卫生间图标，还可
以进行导航。

同时，为满足驾驶人员如厕需
求，呼和浩特市城管局联合市交管支
队，在公厕附近合理范围内设置了如
厕临时免费停车泊位，并设置专属停
车指示牌，目前已设置如厕临时停车
位109处。

2017年，呼和浩特共开工建设青
城驿站 289 座，目前已投入使用 234
座。 （据《工人日报》）

地方特色小吃如今俨然是餐饮行业的
“黑马”。不过，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
现了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为保证地方特色
小吃真正有特色、有质量、无安全问题，一
些地方相继出台地方特色小吃制作标准。前
不久，贵州省就发布了两项地方特色小吃标
准征求意见稿，期望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地
方特色小吃健康发展。

立法保护，对于地方特色小吃的发展至
关重要。近年来，随着地方特色小吃商业价
值被充分挖掘，经营地方特色小吃的商家越
来越多，由此引发地方特色小吃野蛮生长，
致使不少地方特色小吃失去原本浓郁的自身
特色而徒有虚名。这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
还给地方特色小吃的健康发展留下致命隐
患。在此现实语境下，通过法律保护地方特
色小吃，自然是题中之义。

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首要的积极作
用在于规范地方特色小吃的制作标准，让传
统的地方特色小吃工艺能够顺利传承。众所
周知，与一般的餐饮相比，地方特色小吃有
着与众不同的制作工艺。这种与众不同的制
作工艺，是地方特色小吃的金字招牌，需要
严格予以规范才能实至名归。也正是因为缺
乏统一规范的标准，不少地方特色小吃已陷
入没有特色的“泯然众人矣”的尴尬。因
此，通过立法严格规范地方特色小吃的制作
标准，显然不失为优先之项。从去年陕西省
西安市质监局发布肉夹馍、牛羊肉泡馍、葫
芦头泡馍、蓝田荞面饸饹等西安特色小吃制
作标准的实践情况来看，立法对规范地方特
色小吃制作标准确实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绝非多此一举。

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也是规范地方
特色小吃市场秩序的需要。随着消费者口味
回归传统的常态化，不少地方特色小吃开始
走出原产地而转战四方，地方特色小吃在各
地的经销加盟店越来越多。如何保证地方特
色小吃在逐利的市场营销中保留原汁原味的
本色，不因过度商业化而导致其名不副实，
显然需要法律规范来兜底。没有法律的兜底，
地方特色小吃势必陷入无序竞争的恶性循环，
这也是近年来地方特色小吃市场鱼龙混杂的
主要症结之一。有鉴于此，以法制的兜底规
范地方特色小吃市场，让其健康有序地发
展，毋庸置疑地是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

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不只能留住百
姓曾经的舌尖上的味道，更是地方特色小吃
走向境外的现实需要。近年来，中国地方特
色小吃日益受到境外消费者的青睐，因中外
饮食习俗的差异，境外消费者更多地关注中
国地方特色小吃的标准是否科学、健康、安全，这就需要以法
律的形式规范和统一中国地方特色小吃的标准。否则，境外消
费者必然会对中国地方特色小吃不予认可，不利于中国地方特
色小吃在境外的发展。

当然，立法保障地方特色小吃，需要坚持科学合理的立法
导向，让地方特色小吃的标准具有可操作性，而不能不接地
气。这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发布的本地特色小吃标准饱受诟病的
主要原因。故此，在立法制定地方特色小吃的标准时，必须秉
承接地气的科学立法思维。一旦有了接地气且又科学的标准，
承载了更多中华元素的地方特色小
吃才能真正继承好、利用好、发展
好，从而不断提升地方特色小吃的
品牌含金量，确保其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行稳致远。

（据《法制日报》）

图为外国友人在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石花洞园区参观。 张 鑫摄

深秋时节，地处大
别山余脉的安徽省舒城
县，竹海漫山，云蒸霞
蔚，宛如迷人的童话世
界。图为晨曦中的舒城
县万佛湖镇独山村美丽
景色。

陶 明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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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由北京月讯杂志社、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

的“北京沙龙·亲历北京”系列活动在京举行，近百名外国友人

走进北京市房山区，探访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欣赏亿万年地质

遗迹，感受奇特地质景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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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走到了石花洞的第二层，地下 78米。”工作人员
一边介绍，一边引领外国友人一步一个台阶，走进石花洞的深
处。“看！这种因洞穴顶部滴水向下渗透、蒸发，碳酸钙缓慢沉
积而成、由下往上生长的就叫‘石笋’。”工作人员指着灯光映衬
下的一处景观介绍说，受地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石笋每年生
长层厚度不同，通过计算就能用年层序列恢复和了解过去几千年
的温度变化情况。

“石花洞洞穴位于距今 4.9—4.5 亿年期间形成的石灰岩中，
是中国北方温带气候条件下岩溶洞穴的典型代表。”在房山世界
地质公园石花洞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石花洞洞体为层楼式结
构，已发现上下七层，一至六层为溶洞景观，七层为地下暗河。
目前已对外开放一至四层，涵盖120多处景观。由于独特的地质
等自然条件，石花洞中常年恒温13摄氏度，四季如春。

“没想到石花洞竟然这么深、景观这么漂亮，我今天拍了很
多照片。”菲律宾驻华公使兼总领事戴鸳莺说，自己在北京工
作、生活了7年。“早就听说这些地方是世界级景观，在全球范围
内的知名度都很高，一直想过来看看，今天终于成行了！”她说。

据了解，房山世界地质公园保存了距今 35亿年以来完整的
地层序列，是地质变迁的凝练结晶。它并非仅有1个园区，而是
由周口店、石花洞、十渡、百花山—白草畔、上方山—云居寺、
圣莲山、野三坡、白石山8个园区组成，是全球首都城市中第一
家世界地质公园。

走进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约 5
米、按照1︰3比例复原的“北京人”狩猎归来雕像，吸引不
少外国友人纷纷拍照、合影。“我们的祖先——‘北京人’，
70多万年前就选择在这里生活。”现场讲解员介绍说。

“最先打开周口店遗址大门的是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
安特生。”讲解员说，1918 年安特生首次前往周口店附近考
察，发现犀牛、鬣狗、熊等动物化石和具有锋利刃口的石英
石片。他断言，“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
里。”如今，周口店遗址已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
物地点27处，涵盖了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个古人
类阶段，演化序列连续，堪称人类化石宝库。

周口店遗址是人类了解自身进化历史、追寻远古文化遗
迹的一个重要窗口，让人大开眼界。戴鸳莺表示，周口店

“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内容很丰富，很好展现了历史上
“北京人”数万年来的进化过程，让人们更加了解历史变迁，
收获很大。

外国友人一行还来到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附近的房山区韩
村河镇参观，品尝农家饭，感受农民幸福生活。这里整洁美
观的村容村貌让众多外国友人赞叹不已。“据我了解，以前
这些村庄贫穷落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辛勤劳动，现在把家乡
建设得这么美丽，很让人感慨。”圭亚那驻华大使贝尼·卡伦
表示。

蜿蜒前行的河流、气势磅礴的峰丛、神奇梦幻的溶
洞、见证生命的化石……大自然造就的奇特景观和祖先
留下的宝贵遗产在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汇集，给外国友人
留下深刻印象。

活动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之所以吸引百余名参与
者，包括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驻京商会代表以及国
际组织驻京负责人等在京境外人士，就是因为活动地点
选择了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比北京这座
城市还要悠久的自然博物馆。

“这是我第一次来房山世界地质公园，非常有意
思。”贝尼·卡伦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石花洞里看到了
很多地下自然景观，感觉很奇妙。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在
北京这样的国际化都市周边还有这样一个岩洞。我去过
很多国家的岩洞参观，但石花洞是我见过的保存得最
好、规模最大的。”

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将地质运动、岩溶地貌和
远古人类活动等有机融合，采用多种展示形式，为人们
讲述了地球亿万年时光的美妙故事。“这里的展示展览很
特别，很吸引人。”乌拉圭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阿古斯缇
娜·卡萨瓦耶对地质文化等比较感兴趣，“希望以后有机
会和北京开展旅游文化方面的合作，让更多人了解北京
及中国历史文化。”她说。

图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一座“青城驿站”。 丁根厚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