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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了解到，目前法工委正在抓紧起草国歌法草案，
将于今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等行为。

实施意见规定国歌可以在下列场合奏唱：重
要的庆典活动或者政治性公众集会开始时、正式
的外交场合或者重大的国际性集会开始时、举行

升旗仪式时、重大运动赛会开始或者我国运动员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获得冠军时、遇有维护祖国尊
严的斗争场合、重大公益性文艺演出活动开始时
以及其他重要的正式场合。

同时规定，私人婚丧庆悼，舞会、联谊会等娱
乐活动，商业活动，非政治性节庆活动，其他在活
动性质或者气氛上不适宜的场合，不得奏唱国歌。

将于6月提交审议的国歌法草案规定

娱乐商业活动不得奏唱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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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树干直径为3厘米以上的野
生杜鹃，需要生长40至50年，从生长
到开花都极为不易。”相对于大自然的
这种长时间的精心“雕琢”，毁花却是
一瞬间的事。可以说，花海有多美，那
些肆意摘花、毁花的行为，就显得多具
违和感。

我不相信那些摘花、毁花之人，在
平时的生活中就一定是面目可憎之
人。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就是你
我他中的普通人，愿意去赏花，更或是
爱生活、爱美之人。但仅仅是爱美心
切，就想摘为己有，上演“辣手摧花”，
则显然走向了爱美的反面，也背离了
亲近自然的本意。

相较于一些成熟的景区，凉山州
普格县海口牧场的杜鹃花海，仍是一
片未有开发的安宁之地，是纯天然的
美景与大自然的馈赠，释放出别样的
自然魅力。也因此，让人得以更放松
的体验和亲近。可亲近自然，不意味
着可以为所欲为。越是美好之物，往
往也越是脆弱，需要被更精心的呵
护。肆意的摘花、毁花，是大自然不可
承受之重。

踏青赏花也好，专业远游也罢，出
游已经在成为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
式。只不过，与“说走就走”的旅行便
利相对，我们作为一名游客的素养，是
否真的合格了？摘花毁青、乱扔垃圾、
肆意涂鸦刻画……不文明的行为，似
乎永远如影随形，这本身就构成了旅
游风景之外的一道不和谐音符。只
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自知，把自然的
馈赠当便宜占，把公共的风景当私人
领地肆意摆弄，纵容自己的私欲与陋
习。

你在看风景，风景其实也在看你，
或说，你的一举一动本来就已与风景
融为一体。关键看，你是否真的把自
己当成风景的一部分。鲁迅先生曾告
诫，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坏给人
看。毁花，悖逆自然的规则，丧失应有
的敬畏，就堪称是最微小而又最现实
的悲剧：对自然，它是直接的伤害；对
他人，则是自私，影响了其他人赏花的
机会；于几，更有失自重。

人生天地间，花开四季景。你怎
样，风景就是怎样。在外部的管理、
罚责之外，每个赏景之人都该扪心自
问：自己是否真的是一名合格的游
客，又是否真的配得上享受大自然的
馈赠与美。

“最美杜鹃”圈粉无数
进入5月，凉山州普格县、会理县、金阳县、美姑县、昭觉县等

多地的高海拔地区，多达40多个品种的杜鹃花陆续绽放，红色、
白色、粉色，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组成一片片花海，十分壮观。

5月3日，一篇海口牧场的原创游记，配上多张杜鹃花海的
照片出现在网上。照片中，有大片大片连绵的杜鹃花，有青青的
草地，有清澈的高山海子，有悠闲吃草的牛羊……犹如世外桃源
般的美丽景色，很快“圈粉”无数，海口牧场也被网友称为“凉山
最美杜鹃花海”。

事实上，在5月3日之前，海口牧场只是少数人知晓的一处
“秘境”，并不为外界熟知。平时，有少量户外爱好者前来旅游、
露营，也有摄影爱好者到此摄影创作。

5月6日，周六，海口牧场挤满了闻讯而来的游客。据不完
全统计，当天有800多辆自驾车、2000余名游客进入。据交警介
绍，进入牧场的道路，车辆一度排起数公里长龙。

5月，凉山州境内
的高山野生杜鹃进入
盛开时节，漫山遍野
的花海十分壮观。因
为网友拍摄的一组照
片，普格县海口牧场
的杜鹃几乎在一夜之
间走红，被网友誉为
“凉山最美杜鹃花
海”。

不过，随着大批
游客的到来，一些不
文明行为开始出现。
从5月6日开始，多张
“辣手摧花”的照片被
网友曝光：有人折断
花枝拿在手中拍照，
有人开着皮卡车盗挖
整株杜鹃，甚至还有
人将其当成木柴用来
烤肉（本报5月8日报
道）。

5月8日，凉山州
森林公安局通报称，
目前，盗挖杜鹃花的3
辆皮卡车已被找到。
盗挖杜鹃的3人，其行
为涉嫌违法，将面临
处罚。

野生杜鹃生长地
点海拔高、位置偏僻，
且大部分观赏地并非
景区，监管难度较
大。林业部门呼吁，
希望游客手下留情，
文明赏花，珍惜这份
大自然的恩赐。

凉山最美杜鹃遭游客“辣手摧花”
警方调查3人面临处罚,当地呼吁

在凉山，高山杜鹃花被称为
索玛花，是凉山的迎宾之花，象
征着美丽与善良、坚忍与质朴、
神奇与高尚、勤劳与大方，是彝
族人民的吉祥之花。

凉山境内常见的高山杜鹃，
包括云南杜鹃、大白杜鹃、圆叶
杜鹃、棕背杜鹃、乳黄杜鹃等40
多个品种，在每年的4至6月开
花，颜色娇艳，成片开放时，蔚为
壮观。

凉山的高山杜鹃为野生，一
般生长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高
海拔地区，喜凉爽、湿润气候，忌
炎热干燥，对土质也有一定要
求，移栽到山下种植存活的可能
性极小。

由于高海拔和土壤、气候等
原因，一株树干直径为3厘米的
野生杜鹃 ，需要生长 40 至 50
年，从生长到开花都极为不易。

凉山州境内的高山杜鹃花
海，生长地点海拔高、位置偏
僻、区域广阔，大部分可随意前
往，对于游客乱扔垃圾、破坏植
被等不文明行为，有关方面很
难进行及时监管，基本上全靠
游客自觉。

凉山州森林公安局呼吁，希
望游客文明赏花，手下留情，不
要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珍惜这份
大自然的恩赐。同时，也欢迎市
民和游客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
为进行监督。

珍惜大自然珍惜大自然
这份恩赐这份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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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图据网络

盗挖杜鹃3人面临处罚
在获知相关信息后，凉山州森林公安局立即介入调查，并于

5月7日凌晨召开紧急会议。普格县旅游部门也派出工作人员，
到现场进行劝导。

根据警方调查，用皮卡车盗挖杜鹃花的发生地，并非在海口
牧场，而是在会理县和宁南县两地。其中，车牌号川WCW580
皮卡车为李某某借用别人的车。5月4日，李某某让工地上的挖掘
机驾驶员采挖了一株杜鹃，然后放上皮卡车，带回宁南县城家中准
备栽植，后因杜鹃树未能成活丢弃。

车牌号川WDW901皮卡车为卢某某借用苏某某的车。5月
4日，卢某某在黄柏乡风电场游玩时，在路边采挖了3丛杜鹃（高
约1米），准备运回家种植，后被执勤交警拦下移交森林公安。

车牌号川WCW563皮卡车车主为杨某某。5月6日，杨某
某驾车与亲戚杨某、陈某等人到黄柏乡风电场游玩，陈某用刀砍
了一枝杜鹃（约1米高）放在杨某某车上，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好，
就取下丢弃。

目前，森林公安正在对3人的盗挖行为做进一步调查处理。3
人的行为涉嫌违反《森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将面临相关处罚。

有人折枝拍照有人盗挖
在大家惊叹杜鹃花海的美景之时，一些“辣眼睛”的画面也

随之出现。
5月6日晚到5月7日，不少凉山网友的朋友圈里出现一些

游客不文明行为的照片：海口牧场大量垃圾遗留在地，喝过的啤
酒瓶东倒西歪。令人痛心的是，一些游客“辣手摧花”，随意折断
花枝拿在手中拍照。

无独有偶。在会理县龙肘山、金阳县波洛山等地的野生杜
鹃花海，也发生了类似的不文明行为。有人将杜鹃折枝后拿在
手中拍照，有人将杜鹃树枝当作木柴，用来烤肉。甚至有人开着
皮卡车，将杜鹃连根挖起，放在车上运走。

5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曝光了这些游客的不文明
行为，得到了当地市民和网友的点赞，也在当地引发了随手拍不
文明行为的热潮。

不少外地游客在看到报道后，被凉山的美景震撼，同时也呼
吁市民文明出游。

《森林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
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
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
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
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盗伐、滥伐森林或者
其他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
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
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
罚款。

凉山州森林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开皮卡车盗挖杜鹃的
3人，虽然盗挖树木数量很少，
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其行为已
经涉嫌违反《森林法》，以及《治
安管理处罚法》。

同样，游客故意折断损坏
杜鹃花枝桠的行为，也涉嫌违
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
十九条关于故意毁损公私财物
的规定。

凉山杜鹃吉祥之花新闻
背景

故意毁损林木可罚款拘留新闻
链接

你怎样，风景便怎样
朱昌俊

第一评

由于高海拔和土壤、气候等原
因，一株树干直径为3厘米的野生
杜鹃 ，需要生长40至50年，从生
长到开花都极为不易。

盗 挖 的
杜 鹃 被 装
上 皮 卡 车
运走。

游 客 折
断 杜 鹃 花
枝 拿 在 手
中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