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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

“天与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英知近重阳。”
伴随着旖旎秋光、飒飒秋风，重阳节如期而至。

对不少老人来说，重阳是一个其乐融融的
团聚时刻，可以尽享天伦之乐；对很多子女而
言，重阳是一个知感恩、尽孝道的美好时节，
可以表达款款心意；对更多忙碌的人来说，重
阳是一个休憩的片刻，出游赏秋、登高远眺、
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重阳节，
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描绘着新时代的文
化图层。

正所谓“诗书立业，孝悌做人。”中国人向来
讲求“百善孝为先”，重阳节蕴含的敬老、惜老之
情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山
西太原，当地开展“敬老月”戏曲展演活动，满足
老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福
寿绵长庆重阳”等主题展览，反映着人们对“福、
禄、寿”最具象、最真切的诉求；在江苏靖江，社
区组织“爱老敬老、情暖重阳”道德讲堂活动，感
恩父母立下道德承诺……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
一幕幕暖心之举，传递的是人们的孝爱之道，秉
承的是几千年薪火相继的传统美德。在这个意
义上来说，重阳已经从一个节日、一个节点，上
升成一种纪念、一种文化，滋润人们的道德土
壤，涵养我们的精神家园。

一个女儿这样说道，“伦理亲情是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滋养的，对老人孝顺有很多种方式，钱
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反而是仪式感、生活细节、精
神尊重更重要。”的确，走得再远，也要记得回家
的路；长得再大，也难忘父母的恩。与其说岁岁
重阳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倒不如说今日重阳
是一次难得的相处时间，用来提醒我们老人的养
育之恩、朋友的关照之幸、家人的陪伴之情。“何
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一个“醉”字，道尽情意
浓厚的交往，衬出情思纷扬的氛围。

其实，登高也好，敬老也罢，重阳说到底都是
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写照。从时间上看，得益于
传统文化的氤氲；从空间上看，倒映着大好河山
的壮丽。没有文化的意蕴，重阳节就难有寓意；
没有家国的情怀，重阳节就无处落脚。人有志，
家有谱，国有史。可以说，于己，重阳是感恩机遇
的一次总结；于家，重阳是尊老敬老的一个契机；
于国，重阳是“家国两相依”的一种浓缩。既寓意
吉祥如意，又彪炳生生不息，既彰显韶光易逝，又
铭刻岁月不老，这正是重阳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文
化传统、民族基因。

二月河在《重阳随想文》中写道，“插茱萸、饮
重阳酒、吃糕、登高，寄托了人们两种心情，希望
远方的亲人平安，希望自己的子女和生活‘步步
登高’，这实在是个吉庆有余的欢乐节。”是啊，重
阳佳节，亲近自然、眺望远方的同时，也要用连绵
悠长的情感留意身边、珍惜当下，如此方能不枉
传统文化，不负无限秋光。

□ 殷国安

近日据新华社报道，江苏省消保
委日前发布的酱油产品比较试验报告
显示，“儿童酱油”营养品质未必都优
于普通酱油。这120个酱油样品涉及
48个品牌56个生产（代理）企业，30个
为进口酱油，90个为国产酱油。试验
发现，29个样品存在不符合相应国家
标准的情况，5款宣称为“儿童酱油”的
产品在营养元素等指标上与普通酱油
没有太大差异。该省消保委提示，目
前我国没有“儿童酱油”的相关产品标
准，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所谓“儿童酱
油”的时候，应该多一些理性。

利用现在的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
健康的心理，商家打出“儿童专用”的
旗号牟利，早已是通行的、公开的做
法：同样的商品，加上“儿童”二字就涨
价，这些年被曝光的类似情况还少
吗？儿童专用漆、儿童蚊香、宝宝驱蚊
液、儿童家具等，只要加上“儿童”两个
字，价格就会翻好几倍。事实上，我国
除了奶粉等少数食品制定了婴幼儿标
准，其他的儿童食品和用品没有专门
的标准，商家所谓“儿童专用”基本上
是忽悠消费者，往往只是对成人用的
东西进行了微小的改造，甚至只是改
了包装而已。

对于这种欺诈行为，专家和消费

者组织开出的药方往往是，让家长们
纠正砸重金让孩子享受高端消费的做
法，抵制社会上的消费攀比风。这确
实是个办法，问题是，只能依靠消费者
自身吗？

消委会指出了“儿童专用”的虚假
性问题，下一步应该是政府监管部门
来解题了。对于这种欺诈行为，监管
部门应该坚决叫停、严厉惩治。既然
目前很多食品、商品都没有出台儿童
专用的标准，那么商家凭什么打出这
样的旗号？某种角度上说，监管部门
对“儿童专用”商品的虚假宣传采取不
闻不问的态度，是这些商品泛滥的重
要原因。

对没有依据的所谓“儿童商品”，
首先应该根据广告法的规定，界定为
虚假广告。然后再根据广告法进行处
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
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
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
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
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
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
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
广告审查申请。”

□ 于平

运营商在营销上进行创新，本无
可厚非。但这样的营销应该是有底线
的，遵守法律，尊重消费者权利，让人
明明白白消费。

近日，据媒体报道，曾被称为各种
套餐中“忽悠之王”的不限流量套餐终
于“消失”了。在被工商认定为虚假广
告、遭消协质疑、工信部也点名批评勒
令整改后，记者获悉，上市一年多后，
重压下三大运营商已叫停“不限量套
餐”的说法，改头换面后亮相的则是

“畅享套餐”等。
实际上，早在2014年，美国就有运

营商推出了不限流量套餐，同样采用
了达量降速的模式。而国内三大运营
商所推出的不限流量套餐，也不过是

“挂羊头卖狗肉”，超过一定流量就得
限速甚至停止上网服务。

运营商宣称“不限流量”，导致消
费者对网络流量的使用量大幅上升，
而这给运营商的移动网络建设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对此，运营商只能对用户
采取限速，甚至停止上网服务的策略。

但运营商在推广这个套餐时，为
了吸引消费者，以“不限量”为噱头，而

“限速”等服务条款则故意“小写”，如
此一来，给消费者造成很大误导，花了
不该花的冤枉钱。如今，不限量套餐
改“畅享套餐”，显然更名实相符。

“不限量套餐”虽然取消了，但运
营商各种蒙人的营销套路依然不少。
近日，湖南长沙还出现了“上网6小时
欠费1万8”的个案，虽然事情曝光后，
运营商道歉，但这件事暴露出，通信消
费的陷阱实在让人防不胜防，消费者
一不小心，就会栽进去。

提速降费已经进行了一轮又一
轮，尽管运营商纷纷晒出靓丽的成绩
单，但大部分用户的感觉并不明显。
提速降费，消费者为何缺少获得感？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运营商营销套
路实在太多，让消费者一次次被忽悠，
难以看到真正的实惠。

例如运营商们一再表示不会“杀
熟”，但却在暗地里设置各种门槛，不给
老用户办理新套餐。有的运营商会给
用户推一些“优惠套餐”，但“试用期”一
结束，套餐的价格就会悄悄调高……

运营商为了争夺用户，在营销手
段上进行创新，本无可厚非。但这样
的营销起码应该是有底线的，遵守法
律，尊重消费者权利，让人明明白白消
费。如果把营销变成了噱头，玩各种
蒙人的套路，这样的营销其实就是变
相的欺诈，不仅为法律所不容，更会遭
消费者的唾弃。

“不限量套餐”全面更名，这是一
个积极讯号，希望运营商们今后少些

“套路”，多些真诚，以实实在在的优
惠，让利消费者。

□ 张丽

10 月13 日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
分局通报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
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案件的处理结果：
西城警方对殴打医生的郑某宇依法刑
事拘留，考虑到郑某蕊系在校大学生，
且对自身行为真诚悔过，并得到了医生
的谅解，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13日下午，首都
师范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确认郑某
蕊为该校大一新生。学校称，将对涉事
学生予以严肃处理。同时，公安部打四
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也
表态：“暴力伤医，零容忍！”

从9月22日北大医院赫医生被殴
打至今，此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快人心
的说法。但随便点检一下过往的新
闻，不难发现医护人员被打被骂的事
情，近年来各地均不少见。有医生无
故被打后，伤心地说事发那天是自己
从医以来最为屈辱的日子。其心中悲
愤，可见一斑。在医护人员云集的各
个网站、论坛上，从来不缺少讨论医护
人员尊严的话题。尤为令人感动和肃
然起敬的是，虽然每一起伤医事件都

带来愤懑与痛苦，但每家医院、每个诊
室永远都会有勤勉敬业的医生和护
士，兢兢业业为患者服务，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自己许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哪怕是殴打过赫医生的产妇，在打人
后第二天也得到了妥帖的照顾，得以
在北大医院妇产科顺利产女。

但是，医生的敬业精神、人的善意
以及行业底线都不是可以无穷透支
的。社会、法律要给未来的医学人才
以信心，这样才会有更多新鲜的血液
充实进医护人员的队伍中。否则，一
旦形成医生成为高危职业，很多人不
再想从医，医患需求将严重失衡，带来
的难题是无法估量的。

医生、护士作为专业人员大多数
有着专业素养和精湛技艺，厚德尚道、
医者仁心，应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患
者感觉有问题应该理智解决，动辄饱以
老拳，恶化医患关系，只会让愿意穿白
大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中国医师协
会今年1月公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
白皮书》显示，45％的医师不希望子女
从医。把医生打跑了，谁给咱看病？化
解这样的焦虑，必须要建立健全法律，
真正做到对暴力伤医“零容忍”。

新闻：主食，是膳食中碳水化合物的主
要来源，也是我们餐餐都离不开的食物。
然而，即使是我们最熟悉的食物之一，人们
对它也存在诸多的误解。《柳叶刀·公共卫
生》杂志日前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主
食吃太少减寿4年，吃太少比吃多更危险。

（央视10月17日）

点点评：快吃一碗压压惊

新闻：近日，几段视频在微信群快速传
播，称有人当街抢十七八岁的男孩，光天化
日猖狂抢人的剧情一时让群众不明就里。
警方通报，视频内容实际上是一位无心上学
的中学生，外出数日不归，父母和老师四处
奔走找寻，最终好不容易在儋州市第三小学
附近将“熊孩子”逮住。 （澎湃10月17日）

点点评：别让他再逃了

新闻：日本爱知县小牧市的一住宅屋顶
9月遭遇陨石撞击。国立科学博物馆鉴定
屋顶被撞坏的这户居民在院子等处发现的
石头后确定为陨石。陨石的主体长约 10.5
厘米，宽约8.5厘米，厚约4.5厘米，重约550
克，判断是约46亿年前形成的陨石。

（中国新闻网10月16日）

点点评：稀客

新闻：霍普斯特滕-魏埃尔斯巴赫本是
德国一个普通小城，但六年前因为吸引中
国企业入驻，正在变成“欧洲最大中国商务
中心”。该城市居民共计3500人，其中中国
人就有 1000 多人。有法国媒体最近报道
称，中国移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创立了
不少文化和体育项目，受到当地居民欢
迎。 （中国新闻网10月16日）

点点评：互利共赢
据《北京晚报 》

□ 璪平

石家庄春华书店·城市书房近
日为媒体纷纷报道，原因是要进这
个书店需要买门票。门票分两种，
5元一张的，可以在店内随意阅读，
而20元一张的，可以直接抵扣购书
款。门票从9月17日开始收取，随
着影响增大，人们的议论也逐渐增
多。有人认为书店为改善环境提
高档次设立门槛无可厚非，也有人
觉得书店不是景区，收取门票也有
炒作之嫌。

实体书店大多不景气，利润降
低，成本增高，赚钱的少，倒闭的
多，这不仅在国内，在全球也都是
个趋势。电子阅读与网络售书，让
实体书店生存空间变窄。许多实
体书店为了生存，开始向高大上转
变，装修要漂亮、环境要优雅、档次
要提升，充分显现出为“高端读者”
服务的定位。在生存困难的现实

中，这不失为一个选择。媒体报
道，春华书店·城市书房是今年春
天才开业的，当时报道称，这家书
店要“为每一位热爱阅读的市民敞
开大门”。现在看来，想法有了细
微的变化，阅读依旧，但大门已经
不是随便进的了。

收取门票，在书店方来说有几
个原因，其一是部分顾客有不文明
行为，比如边看书边吃东西、一人
占多个座位，甚至脱了鞋在店内草
坪上休息。提高门槛，可以把“意
不在书”的人挡在门外。另外，书
店负责人也向媒体表示过，采取这
个措施有缓解经营压力的考虑。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收门票为
了体现阅读价值。民营书店收取
门票这不是头一家。此前，北京有
一家书店曾经收取百元门票，当然
其中有一些附加赠品，这种另类做
法在当时也引起过争议。

其实，作为企业，寻找新的生
存之道，是很正常的事情，民营书
店收取门票，算是尝试的一种，最
终成败，还是该由市场说了算。但
有一点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实体
书店和网络书店最大的差异，就在
于可以随意逛逛、翻翻，对于许多
读书人来说，逛书店本身是一种享
受，书店也不能要求顾客每次进店
都有最低消费。网络书店可以提
供便捷、便宜，但却不能提供逛的
乐趣。这个乐趣，是实体书店为数
不多但十分明显的优势，如果这样

的乐趣也需要付费来取得，就有可
能把一些想逛书店的人拒之门
外。至于阅读价值，其实也值得质
疑，因为门票收入未必会成为创作
者和出版者的收入，这个价值很难
实现。从长久来看，收取门票对实
体书店是否真的有好处，还真的难
说了。

其实，现在很多民营书店都在
想办法生存，可谓各有各的高招，
有的生存得还很不错。比较原始
的，靠办咖啡厅、特色餐厅来补贴
书店的亏损，比较高级的，几乎每
个周末都会做讲座，请作者、大咖
们来和读者交流，还有的与出版社
合作办店，实现前店后厂，根据读
者和市场需求来设计、出版书籍，
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也减少
了出版者与读者的隔膜。更有一
些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结合起来，
既有实体店又有网络店，品牌和利
润可以兼顾。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好办法。所以，实体书店要存活下
去，还要多动脑筋，多从读者的角度
出发去发现解决困难的方法，例如
为购书达到一定数额的顾客提供快
递服务等。最终的目的，不是控制
进店人数，而是把流水做上去。

对于书店收取门票的做法，不
必从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却应该
从经营之道上仔细分析。如果收
门票真的管用的话，那么实体的服
装店、珠宝店、大卖场们，也许早就
这么做了。

重阳，于己、于家、于国
保
鲜
多
久

会员制商家又跑路了，
这回是北京朝阳常营华联商
场一家室内儿童乐园。消费
者急得跳脚，夏天刚刚办了
卡充了钱，现在老板连设备
一同消失，会员卡里的余额
怎么办？

店铺转让、关闭坑会员，
充钱容易退钱难的新闻屡见
不鲜，却依然防不胜防。

要给华联商场的做法点
赞，商场拟用儿童乐园租用
店铺时缴纳的押金，补偿消
费者的损失。

由此看来，消费者并非
维权无门。除此之外，消费
者也可以请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或者其他消费组织
调解，或向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申诉。而对于消费者而
言，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
选择预付式消费时要谨慎理
性，谨防陷阱。

据《法制晚报》

“儿童专用”多为忽悠
不能只提醒消费者“自救”

“不限量套餐”全面更名
运营商请少些“套路”吧

医生打跑了，谁给咱看病？

新闻点点评

注：请本版用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书店收门票
别把读书人挡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