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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勇 金雨

意大利品牌D&G的一则 “起筷吃饭”广
告，引发中国网友的反感。网友曝光的与其设
计师的聊天记录又显示， 对方使用了大量辱
华言辞。11月21日，一众本计划参加D&G上海
大秀的中国演艺界人士表态退出活动； 文旅
部也正式下发通知，取消D&G的相关活动。眼
下，不仅仅是明星的抵制，国内电商平台也纷
纷下架D&G品牌商品。

D&G事件被评为本年度 “最无力回天的
企业公关危机”， 或许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D&G品牌、广告及其设计师的所作所为，已经
触碰了中国人民的底线。

一个跨国奢侈品品牌， 本该是一个输出
文化、输出价值与输出创意的产业。而动辄将
文化差异之争上升到辱华层面的D&G， 首先

表现出来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肤浅甚至无
知。过去，中国市场小，中国公众的影响力相
应也小；时至今日，中国市场已经成长为全球
商业的必争之地， 中国消费者的话语权早已
经水涨船高。

而D&G仍是老眼光， 仍喜欢把侮辱当有
趣。去年4月，“D&G爱中国”的营销视频和照
片里， 模特穿着五彩时装站在天安门和老城
区里，朴素的路人融入其中，营造出剧烈的反
差。这些照片简单把多维发展的中国“折叠 ”
成一维平面，有丑化国人之嫌，当时在微博上
就曾引发轩然大波。如今，D&G的广告又闭眼
看中国，以想象观中国，更流露出其品牌审美
的狭隘。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品牌辱华事件， 无一
例外都透露着某些不了解中国之人浸在骨子
里的傲慢与偏见。

品牌在做宣传时 ， 可能会因为不了解
其他国家文化而弄巧成拙 ； 但也有另一种
可能 ， 是他们把潜意识里的观念带入了广
告中 。从 “奔驰海报辱华门 ”，到丰田霸道被
迫改品牌名 ，再到 “瑞典电视台辱华视频 ”，
都表明 ： 一些人还没有从自我感觉良好中
清醒过来 ， 还没有主动接受中国日益崛起
的事实 。过分的傲慢与偏见 ，换来的只可能
是自取其辱 。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我们欢迎外
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同时在华经营的外国
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尊重中国人民。这也是
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最起码的遵
循。

一边在中国市场捞金， 一边有意无意侮
辱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对于这样的企业，就是
要让它们长点“记性”。

沈德良

湘潭市教育局日前出台规定：要求全市
各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
和个人平板电脑；经学生家长向学校申请并
获得批准后，学生可以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
使用用于通话的非智能手机和儿童手表。

为了配合这项制度得以贯彻落实，市
教育局还发表《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一
封信》，要求家长配合学校工作，严格控制
中小学生在家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时间，禁止孩子长时间通过智能手机玩游
戏、视频、聊天，严禁孩子进入不良链接观
看暴力、色情信息等。消息甫出，绝大多数
网友表示赞成 、支持 ，认为是到了为中小
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立规矩的时候了。

自智能手机普及以来， 中小学生能不
能带手机入校 ，各方远没形成共识 。而现
实的问题是 ，成瘾性网络游戏 、邪恶动漫
不良小说 、互联网赌博等不断出现 ，一些
中小学生沉迷游戏 、行为失范 、价值观混
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进
步和身心健康 ，甚至引发人身伤亡 、违法
犯罪等恶性事件。

当我们还在为这一话题而争论不休时，
一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制度设计。比如，从今

年秋季学期开始，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禁止
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的法案正式实施；日
本、韩国早已作出规定，禁止学生携带手机
入校；英国明确规定，除了紧急情况外不允
许中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在美国，不少
学校不允许学生在校使用手机。

作为通讯工具和信息接收平台，手机本
身并非问题之源。 但中小学生自制力差，对
网络利弊的把控能力弱，对鱼龙混杂的网络
信息辨别力低，对中小学生使用手机不加任
何干预、限制，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有专家
指出， 孩子用手机谈论学习的内容很少，用
于玩乐的很多； 学生接受的手机信息中，
70%的信息与正常学习和生活无关。禁止将
手机进中小学校园无疑利大于弊。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帮孩子“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是学校天经地义的责任。
出于趋利避害的考量，用刚性禁令管束孩
子， 既是对孩子负责， 也是对学生家庭负
责。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有必要为中
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划出范围、立下规矩。

净化学生成长环境需要多措并举。在
禁止手机进入校园的同时，学校要积极开
展各类校园娱乐活动，让生动活泼、健康益
智的校园活动，主动引导、提升孩子们的兴
趣爱好，陶冶学生的情操。

唐卫毅

近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
案》正式通过，该方案确定将在北京、上海
等11个城市进行带量采购， 涉及31个指定
规格的采购品种。 业内人士表示， 以价换
量、带量采购在药品品质确定的前提下，有
利于纾缓药价虚高、看病贵等民生痛点。

带量采购这个词对普通公众来说还
比较陌生 。 它指的是在药品集中采购过
程中开展招投标或谈判议价时 ， 要明确
采购数量 ， 让企业针对具体的药品数量
报价 。

药价虚高，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成
因。带量采购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一些国
家和地区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的常用方法。
实践证明，采购组织越集中，交易成本节约
越明显，带量采购降价效果越明显，无论对
于消除医院“二次议价”空间、规范评标专
家行为、促进评标过程规范化，还是鼓励药
品创新发展、提升药品质量、推动合理药价
形成，减轻患者负担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
意义。

另一方面， 带量采购有利于价低质优
药品的推广使用，促进国内制药业创新、有

序地发展。也可以让企业尽快收回成本、见
到经济效益，带动行业优胜劣汰，从而更健
康地发展。尤其是对研发能力强、经营管理
规范、药品质量高的企业更加有利。

以往的药品招标制度屡屡被诟病，其
根源就在于只招不采、中标不带量，药价虚
高空间难以有效压缩， 对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作用不大。实行带量采购，并以国家为单
位进行集中采购，一方面真正实现“招采合
一 ”，避免企业 “二次公关 ”带来的交易成
本，同时还将加大议价能力，封堵药品流通
灰色空间，使药价回到合理区间，让老百姓
用上价廉质优的药品。

需要看到 ， 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这项新举措 ，势必触碰到一些人 、一些部
门的利益 ，将深刻触及 “以药补医 ”机制 ，
直接触动药企和医疗机构的利益 ， 可能
会遭遇或明或暗的阻力 。 如何将国家组
织的集中带量采购落到实处 ， 需要加强
相关配套改革 ， 如同步配套医疗机构补
偿机制改革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药品流
通体制改革等 。只有让 “有形之手 ”和 “无
形之手 ”取长补短 ，相互作用 ，共同发力 ，
各个击破 ，才是解决药品价格虚高 、乱象
丛生的根本之道。

“别人的教训”要当一回事
苑广阔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后，公交车上的司乘矛盾问
题备受关注。11月18日，长沙387路公交车上发生一起
司乘矛盾事件，一名男乘客疑因误会对公交车司机动
粗， 监控显示其在15秒时间内连捶公交司机18拳。11
月20日，长沙岳麓公安分局通报，打人男子因涉嫌危
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震惊国人，随后类似的新闻
纷纷被曝光。按理说，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只
要上网、看报、看电视，就不可能对媒体的报道完全不
知情。此案中的乘客本身是出租车司机，更应该从类
似事件中吸取教训，避免涉案。令人遗憾的是，这名司
机竟然将拳头挥向自己的同行。

一时冲动换来的是追悔莫及。被刑拘后的打人男
子表示当时太过冲动，所以导致冲突的发生。司乘之
间有矛盾，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不能因个人一时冲
动，把整车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长沙警方果断出手
刑拘打人男子， 就是要普及一个反复强调的常识：任
何人妨碍公共安全都该付出相应代价。

常言道：智者以别人的惨痛教训警示自己，愚者
用自己沉重的代价唤醒别人。打人男子被刑拘，只能
说，他根本没有把“别人的惨痛教训”当作一回事。

这次事件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当双方发生
冲突时，旁边的乘客纷纷出手劝阻。重庆公交车坠江
事件提供了一个反证：面对公共安全事件时，如果沉
迷于围观或者装着视而不见，不仅存在一损俱损的风
险，甚至可能因此丧失生命。在长沙的这次事件中，乘
客及时向无良、无序行为说 “不 ”，值得点赞 。一事当
前，善恶分明、爱憎分明是首要的态度，当更多的人拥
有这样的立场并勇于大声呵斥，同仇敌忾的气场本身
就能起到震慑对方、保护大多数人的作用。

广东省消委会近日公布了“十
大农村消费陷阱”，分别为：假冒伪
劣进农村，稍不留神假乱真；农村物
流网点少， 取件频遭再收费；“送医
下乡”是幌子，骗走农民血汗钱；过
期食品不下架，食品安全多隐患；流
动摊贩问题多，路边充值陷阱大；下
乡推销净水器，哄骗村民花样多；售
后服务不履行，下乡产品难维修；消

费价格不透明，变价宰人没商量；上
门检查假服务，威逼利诱强收费；电
视购物迷人眼，老年村民频中招。

农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农村
消费者对商品质量、 服务质量更加
关注。保障好农村消费者权益，才能
增加农民消费信心， 让农村市场成
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

文/图 朱慧卿

带量采购求解药品降价难，妙

为手机进中小学校园立规矩，好有想象无尊重 辱人者必自辱

农村消费陷阱，请小心！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