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来临， 酸奶在不知不觉
中悄然涨价。 近日记者在市场调
查中发现， 今年夏季各大乳企自
称的所谓 “高端酸奶” 产品明显
扩容 ， 通常一杯 200克的酸奶
价位在10元左右。 仔细对比就会

发现， 酸奶价格的高低其实和代
表营养价值的 “菌种” 多少并不
成正比关系。 （7月6日 《北京青
年报》）

近年来， 随着人们消费能力
的不断提升和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提高， 各类所谓的高端商品越来
越受到追捧。 但若被问到高端商
品究竟高端在哪， 很多时候消费
者可能并不完全清楚， 于是乎，
名头响亮、 包装精美便成了人们
对高端商品的主流认定标准， 在
购买商品时一味追求高档高价也
成了一部分人的消费习惯。 此风
之下， 商家瞅准了机会纷纷在商
品包装等方面下功夫， 着力提升
商品的价格档次， 令原本普通的
商品摇身一变竟成了高端商品，

并从中获利颇丰。
然而， 消费者支付了更高的

商品价格， 却没有得到更好的品
质回报， 这显然是一种极为不公
平、 不健康的消费情形， 因此理
应得到纠正和整治。

我们说何谓高端高级？ 从语
义上理解， 高端高级是指超过一
般的， 而高端商品自然应是超过
一般商品的商品。 这种 “超过一
般” 应从何体现呢？ 当然是指高
端商品的品质和价值要高于一般
商品， 而绝不是说商品的包装奢
华、 价格高昂就是高端商品了。
以记者调查的酸奶为例， 高价酸
奶与平价酸奶营养价值相差无
几， 说明许多高价酸奶与平价酸
奶相比并无品质和价值优势， 因

此称不上真正的高端商品， 只不
过是价格虚高的 “伪高端商品”
罢了。

笔者相信， 如果继续深入调
查下去， 类似高价酸奶一样的其
他品类 “伪高端商品” 恐怕不在
少数。 那么， 这些商品为何能够
轻易披上高端商品的外衣， 诱使
广大消费者为其付出高价呢？ 不
得不说， 这与高端商品的准入不
严、 标准缺失等不无关系。 虽然
高端商品受捧已久 ， 但时至今
日， 究竟什么是高端商品， 仍是
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 在生产销
售上， 所谓高端商品缺少相关标
准， 只剩商家自吹自擂； 在市场
管理上， 对冠名以高端商品的商
品缺少准入把关， 任何商品都敢

于自称高端， 致使所谓的高端商
品泛滥。

对此， 首先要明确一点： 高
端商品应高在品质上， 而非仅仅
价格高企， 高端商品的基本概念
应当得到认定和普及。 另外， 管
理部门理应加强监管治理， 推动
建立高端商品相关的制度标准，
并积极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规范
经营， 绝不能让高端商品沦为商
家忽悠消费者的手段。 总之， 高
价商品不等于高端商品， 高端商
品除了价高更要质高， 作为普通
消费者， 我们期待当前鱼龙混杂
的高端商品市场能够早日 “水落
石出”， 更多真正优质的高端商
品得以上市并惠及广大消费者。

鞠 实 ： 教 育 部 近 日 发 布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中小学有偿补课
治理专项调研与督查情况 》 指
出， 以考试成绩、 升学率作为评
价学校重要指标的狭隘政绩观，
造成学校应试教育倾向、 校际间
分数攀比和畸形竞争， 部分地方
和学校对有偿补课态度暧昧， 甚
至默许纵容。 有效治理 “有偿补
课” 考验的还是有关方面的治理
决心和智慧问题。 期待有关方面
严查严办违规 “有偿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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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爸妈的宝贝

□侯坤

高端商品除了价高更要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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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为普通劳动者存照是个好创意

■每日观点

录取通知书中
怎能夹带广告

张淳艺： 在西安西二环外的
雅逸新城小区， 进出小区南门的
马路双向只有两个车道， 而且特
别狭窄。 尽管如此， 违停的车辆
一个挨一个的占用了一个车道
的 位 置 。 7月 5日 清 晨 ， 从 此
路 过 往 的 群 众 发 现 ， 停 靠 在
路 上 的 车 辆 被 人 喷 了 绿 漆 ，
上面喷着大大的 “违停”。 占道
停车属于违章行为， 给违停车辆
喷漆涉嫌违法 。 这种 “以暴制
暴” 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
容易激化矛盾。

治理“有偿补课”
需要严查严办

给违停车辆喷漆
不能解决问题

■世象漫说

让更多的腾退空间服务于民

“他们说我是他们的宝贝， 但我现在觉得手机
才是他们的宝贝。” 7月2日晚， 重庆市35岁的何女
士发了一条朋友圈 ， 晒出11岁女儿的一篇暑假日
记， 日记记录了女儿与父母相伴的这一天， 父母的
注意力却始终在手机上……这篇日记让年轻的爸妈
们看了纷纷汗颜， 感叹不经意间就毁掉了孩子的童
年。 （7月5日 《都市热报》） □朱慧卿

近日 ， 江苏省泰州中学 、
泰州二中、 兴化中学等多所学
校家长反映称， 他们孩子收到
的新生录取通知书里竟出现了
同一家教育机构的宣传单。 对
此， 泰州市第二中学副校长顾
勇回应称， 录取通知书的发放
主要由教育局招生办负责， 学
校没有权利在录取通知书中投
放宣传单。 泰州市委教育工委
办公室副主任莫先生回应称，
经调查核实， 在新生录取通知
书中投放广告并非教育局所
为， 而是与教育局招生办存在
合作关系的邮政局单方面的行
为。 （7月5日澎湃新闻）

录取通知书是教育部门或
学校统一发放的同意学生进入
相关学校就读的通知文书 ，具
有法律效力。 录取通知书本应
该是严肃、简约、干净的，中学
的新生录取通知书里竟然被邮
政部门和商家联手夹带了商业宣
传的私货，非常荒唐，这样的录
取通知书被浸染了商俗和功利
的气息，变了味，不伦不类。

对于教育领域的商业宣
传， 法律已经划出了明确的禁
区。《广告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不得在中小学校、 幼儿园内开
展广告活动，不得利用中小学生
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
文具、 教具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
广告，但公益广告除外。邮政部
门、 培训机构未经学生及其家
长同意， 擅自在录取通知书中
夹带商业宣传材料， 不仅跌破了
商业道德底线，还跌破了法律底
线，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对于小广告搭录取通知书
的顺风车一事，邮政部门、培训
机构应承担直接责任， 教育部
门、学校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即便教育部门、学校不知情，也
负有监督把关不严的疏失之
责。显然，此事不能以相关部门
的解释、道歉或自查画上句号，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应该介入，
依法查清问题，追究责任。录取
通知书载不动小广告的商俗与
功利，其它的教材、教具、文具
等也同样如此，希望学校、教育
部门、商家、市场监管部门等主
体都能恪守法律底线， 积极履
行责任。 □李英锋

6月29日至30日 ， 陕西咸阳
市中华广场成为全市焦点。 该市
秦都区总工会为百行百业的一线
普通劳动者拍了100张 “火热 ”
的劳动照片并展出。 “这是配石
头镜的 ， 这是剃头匠 ， 这是裁
缝， 还有挖地沟的农民工、 卖早
餐 的 、 送 快 递 的 ， 有 意 思 。 ”
“有些行业都快消失了， 新的行
业又诞生了 ， 值得记录下来 。”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指指点点。
（7月6日 《工人日报》）

众所周知， 一线普通劳动者
是值得全社会尊敬的群体。 因为
在他们身上， 有着爱岗敬业、 任
劳任怨、 勇于奉献的高尚品格。

然而平时， 大家对他们的生活和
工作场景 、 所作奉献等知之甚
少， 所以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他们的存在。

就此而言， 秦都区总工会为
百行百业的一线普通劳动者拍了
100张劳动照片并展出， 不能不
说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的确， 时
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在很大
程度上离不开各行各业许许多多
普通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如果把
他们的劳动场面拍下来并公之于
众， 对劳动者是种肯定和尊重，
对大家也是种激励。

因此我相信， 通过对百行百
业百人百相的参观， 不但会让大

家对各行各业的职业特点增加了
解， 而且对劳动的内涵有更深的
理解和感悟， 进一步奏响 “劳动
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
大、 劳动最美丽” 的时代强音，
从而充分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和
创造活力。

总之，普通劳动者的照片，不
仅是一道道亮丽风景线， 而且是
引领社会发展的精神旗帜。 如果
各地、 各企业的工会组织等部门
都能为普通劳动者存照， 不但有
利于形成 “赶、 学、 比、超”的良
好风气，而且能让热爱劳动、勇于
创造、 乐于奉献的宝贵精神薪火
相传，大放异彩。 □和法堡

高端商品应高在品质上，
而非仅仅价格高企，高端商品
的基本概念应当得到认定和
普及。 另外，管理部门理应加
强监管治理，推动建立高端商
品相关的制度标准，并积极维
护市场秩序， 促进规范经营，
绝不能让高端商品沦为商家
忽悠消费者的手段。

环境整治之后， 安贞的裕民
路社区终于有了富余空间。 为孩
子们开辟一间图书室的心愿最近
终于实现了。 在裕民路社区， 地
下空间中的青少年阅读基地成了
社区最热闹的地方 。 记者看到，
这处免费开放的阅读基地干净温馨，
总面积1600平方米。 虽是社区图书
室， 但藏书足有4万册， 不但有儿
童文学、 科技类图书， 还有幼儿
绘本。 (7月6日 《北京日报》）

眼下， 北京市的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 一个个违法建设被拆除 ，
一个个 “开墙打洞” 被封堵， 一
个个作为群租房的地下空间被清
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地，

一个个停车场 ， 一间间便民菜
店， 一排排的活动室和阅览室。
如何利用这些腾退的空间， 更好
地为民服务，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重要问题。

安贞街道的做法说明， 只要
从居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入手， 落
细落小、 多办实事， 就能让居民
满意和有更多获得感。 一是倾听
百姓意见。 今年以来， 安贞地区共
拆违建6000平方米， 腾退30处地下
人防工程。 这些腾退出来的空间怎
么再利用？ 安贞街道坚持把方便
居民摆在第一位。 各社区迅速召
开了居民议事会， 让老百姓畅所
欲言， 看看大家最需要什么？ 根
据居民的意见， 他们先后建成了

1600平方米的青少年阅读基地 ，
解除了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 二是
为了建设宜居社区， 舍得投入。 今
年以来， 安贞街道共辟出绿地143
块、 432个停车位， 2处文化活动
场地。 下一步， 还要将腾退的空
间建设便利店、 社区菜店等服务

设施。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 安贞街道把钱花在了
居民身上，让居民得到了实惠。三
是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功能， 把腾
退出的空间变成服务居民的公共
服务设施，为居民提供更加方便、
舒适的生活环境。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