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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苹果i鄄
phone7在国内上市了。 不过，市场反
应却较为冷清 ：通宵排队的 “果粉 ”
仍有，但数量较以往剧减；黄牛加价
出售，但鲜有人问津。

iphone7遇冷， 一方面源于苹果
标榜的“颠覆性创新”受到消费者的
质疑，另一方面便是华为、0ppo等国
产手机越做越好， 用户不断 “路转
粉”。

国人在手机领域越来越多地支
持国货，当然是好事。 这不由得让人
联想起近年来渐成社会景观的中国
游客海外扫货团。 这些扫货团的抢
购目标，已经从过去的珠宝首饰、数
码产品、名牌服装等，全面蔓延到几
乎所有的普通日常用品。

国外商品自有其竞争优势 ，消
费者根据喜好选购本无可厚非。 但
部分人疯狂扫货的背后也确实存在

非理性成分。 比方说，国人追捧的日
本电饭煲， 有日本记者专门采购了
中日两国的电饭煲进行对比， 从煮
饭效果看， 并不能区分两者之间的
优劣；还有被抢购的日本马桶盖，事
实上不少产品就是“中国制造”。 部
分人笃信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甚至以购买洋品牌为荣， 被理性人
士形容为国货意识的丧失。

国货意识的丧失， 对国内经济
发展十分不利。 其一，国内市场被外
来品轻易挤占， 国货市场份额急速
萎缩， 必然引起国内企业的恶性竞
争、开工不足和破产倒闭，造成资源
闲置浪费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 ，
显然不利于拉动内需。 其二，国内企
业要形成支柱产业和名牌产品 ，既
需要生产者不懈努力， 更有赖本国
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如果消费者
存在偏见， 比较好的国货也不肯购
买，有望成为支柱产业的企业，可能
中途夭折；有望成为名牌的产品，也

可能销声匿迹。
纵观历史，发达国家的崛起，多

与政府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与支持密
不可分。 当年英国教会牧师在证明
裹尸布系国货之前， 禁止将死人下
葬。 这种近乎极端的支持国货思路
使英国最终成为世界上首个工业强
国。 美国几乎复制了英国的发展道
路：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
地穿了一套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 ，
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产品。 我们的
近邻日本、韩国和印度，也都是以购
买国货为荣。

经过多年的发展， 如今国产商
品在很多领域都已经非常优秀 ，比
如中国的高铁技术、 华为的通讯设
备、大疆的无人机、比亚迪新能源巴
士等等，即使用国际标准来衡量，其
表现都非常抢眼。 拉动内需、振兴民
族工业， 除了要靠企业自身苦练内
功外， 还需要国人在消费这一终端
环节“给力”。

马涤明

张家界原市委常委、 副市长程丹
峰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日前在株洲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所谓 “利用影响
力”，指的是程丹峰利用其岳父苏荣的
影响力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 程丹
峰在忏悔时说， 苏荣人生最大的失败
是娶了于丽芳。

不只是女婿如此评价丈母娘， 媒体
上也早就有 “苏荣祸起其妻于丽芳”之
说。 在江西官场上， 于丽芳被称为 “于
姐”。 据公开的资料，江西省内官员向苏
荣行贿，很多是通过“于姐”。 “于姐”收钱

收物毫不避讳， 苏荣对此知情但不加阻
止。 “于姐”收钱后，直接出面找江西的各
级地方官员，插手城市建设、土地开发、
矿产开发，甚至插手官员晋升。很多官员
不敢拒绝，对“于姐”的指示一一照办。 一
些官员还盯紧“于姐”的艺术爱好，向她
赠送瓷器、书画等“雅贿”……由此说来，
这个“于姐”还真是个祸根子。

可是，苏荣不娶于丽芳，娶了别的
女人，就不会腐败了吗？ 不一定。 关于
腐败的原因，贪官落马后都各有说法，
有的说自己不懂法；有的说，看商人赚
钱心理不平衡；有的说，因为提拔无望
而捞钱求心理平衡；还有的说，不收钱

怕得罪人……其实都是扯淡。 说因为
“老婆不好”而把自己拉下水的，可能
是最多的。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
贪官们若没有老婆， 他们真的会一生
廉洁。

所谓苏荣祸起于丽芳， 是说她太
能收钱。但如果她丈夫不当官，就没人
给她送钱，她上哪里去收钱？那么，“能
收钱”的决定因素是苏荣的“官”。而如
果苏荣是清官，不给别人“办事”，或是
收了钱一定要退回，于丽芳即便“能收
钱”，也收不成。报道说，于丽芳收钱毫
不避讳，而苏荣知情但不阻止。 你看，
问题还是出在了苏荣与苏荣的权力
上。苏荣家是“权钱交易所”，苏荣就是
“所长”。 收不收钱，交不交易，根本上
取决于“所长”对权力的态度。

� � � �湖南近期对全省政府网站进行
了新一轮的抽查。 结果显示， 抽查
的346家政府网站合格率为88.15%，
比一季度有所提高，“僵尸” 和 “睡
眠” 政府网站减少， 但仍有41家政
府网站在这次 “突击考试” 中不及
格 。 其中绝大部分为基层政府网

站， 存在首页长期未更新、 栏目内
容空白、 留言长期未回应、 首页栏
目 “开天窗” 等问题。

基层政府资源相对较少， 政府
网站 “沉睡不醒 ” ， 到底是缺人 、
缺钱 ， 还是根本没有将它当回事 ，
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我们常说 ： 只有让信息多跑
路， 才能让群众少跑腿。 政府网站
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窗口。 可不能因
为这几种 “不作为 ”， 让老百姓还
是在 “跑腿” 折腾， 让政府形象受
损。

文/金雨 图/朱慧卿

苏荣的人生失败 怪老婆更要怪自己

孟姣燕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85周年国
耻日。 回顾中华民族当年遭受浩劫的惨
痛历史，目睹当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
种种迹象，我们一定要牢记国耻、居安
思危，将勿忘国耻的记忆、团结抗战的
精神，化作民族复兴的伟大动力。

85年前， 日本关东军制造举世震
惊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
战争的序幕。85年后，日本右翼势力仍

然在为罪行辩护和美化， 仍然不遗余
力地为军国主义招魂。 安倍政府冒天
下之大不韪，解禁集体自卫权，不断挑
战战后秩序， 让日本自身和亚太地区
都多了一个危险的变数。

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就
是要警醒国人，时刻睁大眼睛，紧盯日
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就是要勿忘先辈
先烈，团结一心，共御外敌。

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就是
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后的近

百年，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受
尽屈辱，才会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知
耻而后勇。唯有不断壮大国家实力，才能
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就
是要提醒世人，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维
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历史证明，穷兵黩
武、强权独霸不是国家生存发展之道。
尽管当前一些地区局势紧张， 但是和
平、发展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弹指一挥，已过85个寒暑。 如今的中
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但历史的风雨不
能湮没沈阳的战火，不能消泯“九一八”事
变的枪声。 越是和平年代，我们越要铭记
历史、居安思危，让警钟长鸣心中。

牢记国耻 居安思危拉动内需勿忘国货意识

基层政府网站亟待“唤醒”
新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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