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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众议

高速服务区应成美食推广窗口
□郑建钢
高速公路服务区给人们的印象
是停车、
吃饭、
休息的场所。随着交通
越来越便利，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餐饮
内容也变得丰富起来。尤其是这两
年，随着星级服务区的打造，越来越
多的美食品牌进驻了高速服务区。
（7月30日《宁波晚报》
）
高速公路车流量极大，以杭甬
高速的车流量为例，以单日结算，从
流量的角度来说，日均在六七万辆，
由此带来的过往旅客和驾乘人员确
实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消费人群。到
高速服务区品尝和购买当地的美
食，是绝大多数游客都非常乐意的
消费行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调
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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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最受欢迎的服务区
美食排行榜”上榜的有嘉兴粽子、缙
云烧饼、绍兴臭豆腐、金华酥饼等。
宁波的传统美食有不少，著名
的有宁波汤圆、慈城水磨年糕、奉
化牛肉面和油焖笋、宁海麦饼和前

童三宝等，都具有地方代表性。可
惜，进驻宁波高速服务区的大部分
是外地品牌美食，很少见到宁波本
地的特色美食。很多游客表示，要
是不下高速也能买到宁波各地的特
色伴手礼，那该有多好。
游客有很大的消费需求，商家
也有强烈的促销愿望，如果高速服
务区能够成为美食推广窗口，满足
游客消费需求，可谓是两全其美的
大好事。但是，并非所有美食伴手
礼店都可开到高速服务区里，而是
需要满足一定要求，比如需要一定
的品牌知名度，有的需要以非遗产
品为主，有的需由当地政府推选，
有的需要符合技艺标准等。此外，
服务区管理单位还要对品牌进行评
估。同一个高速服务区很少同时存
在两个同类型的美食品牌。
如此看来，美食想要跻身高速
服务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

单。那么，一些著名的大众美食究
竟是怎么样冲出本地，走向全国
的？不要说多年来一直风靡全国城
乡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就说近
两年火速蹿红浙江各大高速服务区
及各个城市大街小巷的缙云烧饼，
它的背后，就有“一个县的力量”
在强力推进。2
0
1
4年2月缙云县委
县政府成立“缙云烧饼品牌建设办
公室”，注册“缙云烧饼”集体商
标，由政府每年下拨专项资金，集
全民之力把路边摊的烧饼变成了品
牌店的美食。
正因为倾全县的力量强力推
进，在推进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什么
观念的限制，条条框框的束缚，缙
云烧饼才能攻城略地，迅速拿下一
个又一个高速服务区以及各个城市
的大街小巷。人们不但品尝到了美
味的缙云烧饼，还由此认识了位于
浙南腹地的革命老区县缙云。

社会观察

“缙云烧饼”现象值得总结的
经验有很多，借助高速服务区进行
宣传和推广，带给南来北往的游客
良好的口碑，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
一。位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
达的交通要道的高速服务区，每天
经过的车流量大，服务对象众多，
除了本身提供各类服务以外，更是
展示本地形象、进行旅游文化宣传
的窗口，满足游客消费多样性的场
所。
古代有驿站，现代有高速公路
服务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就是“现
代驿站”。由汽车文化推动而产生
的过往旅客和驾乘人员多元化出行
的需要，对“现代驿站”提出了更
高、更全面的要求。但是，万变不
离其宗，只要找准了市场服务的热
点，做好了服务百姓、服务社会这
道“民生题”，就一定能够取得双
赢的效果。

漫画世相

露馅
文明遛狗，
小处见素质
□俞亦平
如今养狗的人越来越多。早晚
凉爽之时，在街道、公园、广场、住
宅小区等处遛狗的“铲屎官”随处
可见。随之而来的不文明行为，却
让市民忍不住吐槽。例如，不拴狗
绳遛狗者大有人在，有的即使拴了
狗绳，也要么绳子过长，要么不去
牵它，放任自由的大型犬、烈性犬
即使不会咬人，路人遇见它，总归
有点吓势势；市民纳凉习惯在草坪
地或坐或躺，如今，狗粪点点，无法
立脚；更有甚者，居然把宠物狗带
进超市，放进购物车里招摇过市，
全然没有一点公德意识。
日前晨跑，笔者路过招宝山街
道聪园北路时，遇见一位正要出门
遛狗的阿姨，正在唤她的爱犬“快
过来”，小家伙倒也听话，乖乖地回
到主人身边。接下去的一幕，让笔
者看了顿生敬意。只见阿姨从裤袋
里拿出一只红黑相间的布带编织
的笼套，麻利地在小狗头上套牢、
系好，不明就里的小狗，戴着“紧箍
圈”
撒欢而去。目睹这一场景，
笔者
由衷地为这位阿姨的自律点赞！
一朝被狗咬，终身怕遇狗。笔
者年轻时曾被狗咬伤过，故对狗的
恐惧心理，一直难以消弥，至今，仍
遇狗色变，惧怕三分，防范有加。笼

套虽小，作用大。倘若狗主人都像
这位阿姨那样，给自家爱犬，尤其
大型犬、烈性犬套上一只“紧箍
圈”，安上把“安全锁”，使之成为一
种风尚，那么恶狗咬人、伤人的悲
剧，
就可避免甚至杜绝。
文明遛狗，从小处体现了市
民的素质。“狗患”说到底是主
人没有管好自己的爱犬，狗不会
懂得人定的规矩，这就需要狗的
主人进行管束。对于养狗的市民
而言，在享受乐趣的同时，更要
自觉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认识
什么是“不妨碍他人正常生活，
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
益”。平时多训练爱犬养成良好习
惯，譬如遛狗牵牢狗绳；小狗在
公共场地拉屎，用卫生纸去裹住
扔进垃圾筒；用布条、绳子编只
狗笼套；不带宠物狗进商场逛超
市等。只要稍微有点责任心，讲
点爱心，生点善心，这些举手之
劳的小事，做到、做好并不难。
养狗是一个人文明素养高低
的试纸，如果养犬人能够像呵护自
己的宠物一样爱护环境，如果在养
狗时多为别人考虑一点，那么遛狗
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会迎刃
而解。

据媒体报道，孙女士的儿子在某民办小学读六年级，最近她发现“全班
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没出过国”，于是，她安排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游学活动。
孩子此次海外游学起码3万元，抵得上孙女士的三个月工资。有网友认为，
孩子报名的暑期游学项目，一般都是短期的，所以孩子很难在过程中学到什
么；且游学项目质量参差不齐，有些项目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造成孩子
出国也只是玩游戏。同样有许多网友对孩子暑期参与游学项目持乐观态度，
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出去可以拓宽眼界。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出国游学该刹车了
花费几个月工资，让孩子到国外游学一段时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在牵强附会。且不说这种做法与读万卷书关系不大，
就说行万里路，这个“行”字就有“骗骗野人头”嫌疑了。中国人有种陋
习，就是特别喜欢跟风，特别在孩子培育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比如看到别的
孩子上补习班培训班，于是就不顾自家孩子个性条件，也一定要为孩子报一
个或数个班，好像不这么做对不起孩子，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其
实，这里除了怕孩子落伍，其中还有“面子”问题。如这位孙女士，如果不
是孩子班里的同学都到国外游过学，她恐怕不会花费自己三个月工资让孩子
到国外走一遭的吧？
暂且先把让孩子游学的动机搁一边，便是游学本身，会给孩子带来什么
益处，这实在令人生疑。说句泼冷水的话。家长花了大本钱，除了让孩子高
兴那么几天，实在看不出有啥帮助孩子成长的好处。如果一定要说好处，最
得益的应该是那些游学活动的组织者 （经营者），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咧开嘴
笑个不停倒是真的。根据这些理由，与其花几万元让孩子去国外游学，倒不
如用这笔钱带孩子在国内走走，或许，这样不仅培育了与孩子的感情，让孩
子多了解一些国情，孩子因此得到的感悟或许比出国来得更实际些。所以，
笔者以为那种“豪华型消费”的出国游学该刹车了。
——
—@ 江一帆

跟风游学行为不可取
我认为，这种跟风游学行为不可取。
首先，游学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眼下，
暑期游学项
目大多为短期，走马观花，短短几天孩子很难学到东西；且游学项目质量良莠
不齐，
更多以盈利为目的，
有些项目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游学效果甚微。
其次，游学需要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对高收入群体来说，数万元费用不
算什么；而对工薪群体或者低收入群体来说，却需要从长计议。有一种生活
方式叫量力而行，把好几月的工资砸到游学上，大可不必。
当然，有人会问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父母不惜花大把大把人民币送孩
子游学？这其实是一种从众心理。比如报道中，孙女士的儿子在某民办小学
读六年级，全班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没出过国，于是孙女士不能淡定了，她马
上安排儿子参加游学活动。这不是跟风是什么？
我想，是该给游学泼泼冷水了。与其游学，不如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些文化自信还是需要的。
——
—@ 秦明月

没有必要盲目攀比

（王祖和 绘）

仅仅因为“全班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没出过国”，就兴师动众，不顾自己
的经济状况，硬要打肿脸充胖子，拿出三个月的工资去满足孩子以及自己的
虚荣心，居然还有人美其名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穿了，冲动之下
的砸钱行为，仅仅只是为了与别人攀比，与读书何干？
人家孩子买了名牌运动鞋，我也要给孩子买；人家孩子拥有高档赛车，
我的孩子也要有；人家孩子上了高收费私立学校，我家没有条件东拼西凑创
造条件也要上……类似的消费冲动，我们见得还少吗？
假如钱确实多得没有地方去消费，硬要到处砸钱炫富，那别人也没有必
要去劝阻。问题是像孙女士那样，只不过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还没有资格
随意高消费，在大把的钱漫无目的地投下去之前，最好还是要思量再三，最
起码没有必要事事都去跟别人攀比。透过“花三个月工资送娃游学”的表
象，我们看到的，是高考指挥棒下写满脸上的教育焦虑，以及由这种焦虑催
生的扭曲的消费观。这种消费观无助于孩子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值得倡导。
——
—@ 老郑

时事评点

沥干
“游学水分”
须解
“九龙治水”

微商照章纳税，
“三无”
何处遁形
□程彦暄
代购的漂洋过海来的奢侈品
牌，谁能想到竟产自国内不见天日
的地下作坊；售价200多元的名牌香
水，谁又能想到其中灌装的竟是成
本不足１元的假料……“即使海外
直邮，也不一定能保证是正品。”最
近，江苏苏州警方破获一起假冒伪
劣化妆品案，撕开了微商代购化妆
品以假乱真的“冰山一角”。
（8月7日 新华网）
奢侈品，我所欲也，性价比，亦
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咋办？也
许不少人会将目光定格在海外代购
上。的确，
不少奢侈品国外价格相较
于国内略低，找些诚信度高的朋友
或微商帮忙代购，是一种“鱼和熊掌
兼得”的不错选择。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找到诚
信度高的朋友或微商，故而不少人
代购的结果只能是漂洋过海买到
手，
坑你依旧没商量。这不是消费者
的正品意识不足，也不是辨别能力
差，怪只怪微商代购的黑色产业链
太
“强大”。
试想，面对耗资百余万元仿制
出的包装，若没有“火眼金睛”，有几
人能发现其瑕疵？再者，又有正品公
司“内鬼”从旁协助伪造“防伪码”
，
如此缜密的黑色产业流程，又岂是
“凡夫俗子”所能辨别优劣真伪的。
网络市场上，之所以能让这些
黑微商屡屡得逞，一方面是因为相
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另一方面
则是微商平台提供方没有采取行之

有效的监管手段，这才让黑色产业
链得以形成，让不法商贩有了可乘
之机。
强光下，任何黑色产业链都将
无处遁形，微商亦是经商，既如此，
就必须办理合法经营手续，申办营
业执照，进行税务登记，照章纳税。
如此，不仅微商不敢弄虚作假，消费
者也可凭借售后发票依法维权。
对于微商运营平台而言，则应
严把准入关，对其平台上的所有运
营商家进行实名认证，并做好商家
交易情况台账资料，随时迎接相关
部门的检查。如此，
既可让“黑微商”
望而却步，也让依法合规经营的微
商为长久计而自发地采购正品、优
化服务、
勇于担责。

游学市场火爆发展，一份行业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2
0
1
7年参与国际游学
超过8
6
万人,
年市场规模达2
0
0
亿元。然而，目前我国游学的承办主体五花八
门——
—既有旅行社，也有教育机构，还有学校，使得监管部门权责不明晰；
相关部门还要健全有关微商的
国外游学产品来到国内需经过层层代理，造成价格虚高；而游学既有旅游和
法律法规，针对微商特点出台管理
学习的内涵，“游”和“学”占多大比重，目前没有标准，这些使得处于发
办法，明确微商经营中平台运营方、 展初级阶段的中国游学市场非常混乱。
产品供应方及产品代理微商间各自
沥干“游学水分”，须解“九龙治水”。首先，游学游学，“游”和
的法律责任。
“学”应是一体，那种借游学之名行纯玩之实的安排，根本难以起到“以游
对于微商而言，当知一味追求
促学”的教益作用。因此，多头组织的游学乱象，理应“洗牌”规范，由专
“山寨”
“高仿”
“A货”的结果只能是
门机构实施统一招标管理；其次，如今的游学费用，常常是层层加码、处处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要在市场上 “剥皮”
，反而普遍加重了家长负担。那么，通过规范招标给出合理价格，相
混，就得守市场的规矩，其中遵规守
应也就抑制了游学花销的“虚火”；再次，针对现实症结，不妨多来借鉴美
法是底线、诚实守信是义务、物美价
国式的营地教育，选择依山傍水的湖泊、帐篷等，在营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体
廉是追求。故而，作为微商，与其费
育活动、军事训练、艺术活动和科创活动等等。由于营地是固定的，它几乎
尽心思弄虚作假欺诈消费者，不如
没有“游”的成分，这种情况下，教育成分显然就占到了大头。
踏实勤奋做好经营管理，帮消费者
——
—@ 黑白
采购性价比高的优质正品、为消费
游学何尝不是一种修行
者提供优质周到服务，久而久之，何
愁没有好口碑，何愁没有生意做，更
纪录片《行者：
一路向南》中导演谷岳说：
“旅行不仅让我了解这个世界，更
不愁没有优质正品
“上门求代理”。
让我了解自己。”
去加拿大看年过七旬的老牛仔依旧因热爱而忙碌在自家牧场；
在美国阿拉斯加的小镇上，感受现实版的《老人与海》，
看老渔夫对捕鱼的坚持
与执着，
他们遵纪守法，
捕到的鱼差一厘米都必须放生；
去接触异域兴趣爱好者
联盟，
同他们一起体验一把《指环王》里的战场，
挥舞战刀长矛驰骋战场……
我想说：“进步从来都不会立竿见影，而是看到一种希望，埋下一粒种
子，心中充满向往，实际付诸行动，而后才会看到梦想之树发芽、成长、开
花、结果，也许分不清是哪个环节促成了结果，但少了任何一个过程，梦想
之树便无法长成！
”
我还觉得，在没有得到对应景区确
游学亦是一场修行，它或许不会交给孩子带来雄辩的口才、优异的成
切安保认证的情况下，有些平台任
绩、渊博的知识，但它能开阔孩子的视野，丰富孩子的阅历，让孩子从中认
凭“网红桥”视频的随意传播，本身
识自我、了解自我、放飞自我。游学更像是那颗理想的种子，埋藏在每个孩
也是有待商榷，至少从中看不到“防
子的心中，慢慢地生根发芽，渐渐的茁壮成长。
——
—@ 柏桢
范风险”
的警示与把关意识。
快乐游玩，安全为先。说句不
只要孩子喜欢，
这笔钱花得值
甚中听的话，“网红桥”的危险一
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出国游学”为什么不可以呢？千万不要一
幕已经出现，千万别等晃出了人命
看到“出国游学”就联想到奢华奢侈。家长要确保孩子参与的“出国游学”
才去匆匆叫停。就景区来说，没收
活动是优质的游学，应根据是否有专业教师带
费不等于没责任，你搭的“网红
队并指导，主题或内容安排是否有益于青少年
桥”出了安全事故，到头来肯定逃
身心发展，日常管理是否规范，要求是否严
不过循根问责。但最重要的，还是
格，有无安全保障等进行判断。对于“出国游
需要相关监管部门的见微知著、抓
学”，我们要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出国游
细抓实，尤其不能对一些所谓“网
学”，可以让孩子在游学的过程中开阔眼界，
红”的危险玩法，抱着“多一事不
感受各国文化氛围，生活经验也可以得到丰
如少一事”的懒惰心态，睁眼闭眼
富。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只要孩子喜欢，这笔
或是熟视无睹。否则的话，不出事
钱花得值。
是偶然，而出事则是必然。谓予不
扫描二维码 大家来讨论
——
—@ 凌义斌
信，且拭目以待。

别等“网红桥”
晃出人命才叫停
□司马童
多人站在可以摇晃的木桥上，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样的“网红
桥”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后，备受景
区的青睐，而其背后的安全隐患却
不容忽视。8月5日，来自陕西延安
市洛川县的王女士，在毗邻的铜川
市一景区“网红桥”游玩时，跌入
水中不慎磕破头部，在医院缝了8
针，现在却面临维权难。
（8月7日 《华商报》
）
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
—但凡曾在短视频中看过晃人
试——
落水的“网红桥”，而且稍微有些
胆量的游玩者，面对近在眼前的体
验机会，恐怕少有人不会兴之所至
地跃跃欲试。“别人能玩，我也没
事”，或许是很多游客跟风凑热站
上摇晃木桥的最初念头，但事实则
警醒人们：有无危险可能只是运气

不同，漠视了安保的“网红桥”， 一些景区为何仍频频推出作“亮
其实分分钟都是一座“隐患桥”
。
点”
？据媒体报道，
一是这种
“落水体
时值盛夏，以把游人纷纷晃到
验”只是出于吸引眼球，很多并不收
水里为“乐点”的“网红桥”，显
钱；二是“网红桥”暂时未酿重大险
然是其吸晴引客的“当红”季节。 情，属于正常游玩项目，也就没被有
网上检索不难发现，类似长短不一
关部门防患未然地明令关停。而且，
的视频画面，的确也是俯拾皆是、 自愿来晃的“网红桥”
，似乎是“一个
层出不穷。透过视频，在主持人的
愿打，一个愿挨”
，在有些游人想来，
喧嚣鼓动下，木桥上站得挤挤挨挨
哪怕是磕磕碰碰受了点小伤，也便
的人群越晃越快，落水者的姿势可 “不好意思”去讨说法了。这样一来，
谓怪状迭出，并让围观者哄然大
某些景区就更加不把安全意识置于
笑。但笑闹背后，安全隐患也是显
心上了。
而易见。比如，这类水池的水深都
有一句老话叫“乐极生悲”。由
较浅，大约只没过膝盖左右，桥周
此而论，隐患多多的“网红桥”
，尽管
围的水域或是铺了一层绿色纱网， 有许多游人还在摇晃得不亦乐乎，
或是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所以， 且在网络之上、视频之中正“红得发
一旦落水者掉得狠了，极有可能被
紫”，但越是不把它危险的一面关注
坚硬的池底碰得头破血流。
和重视起来，就越有可能在某个未
“网红桥”上疯狂摇晃有风险， 知时刻，酿出性命攸关的惨痛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