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言有义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女生都
“靠奶茶续命”，商场里、大街上的奶
茶、果汁店数不胜数，只要你走进商
场，找到一家奶茶店比找到一间卫生
间可能还容易。但是，对于捧在手里
的饮品杯里到底有什么，你了解的还
太少，而奶茶、果汁的“四宗罪”正
在一步步毁掉你的健康！

据《健康时报》

奶茶“四宗罪”

图/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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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记者从廉江
了解到：廉江市老干部大学等
日前联合举办了“关爱健康，
预防中风”的公益健康讲座活
动，为老年人科普脑中风的相
关知识，吸引了200多名老人
到场聆听。（据 10 月 30 日
《湛江晚报》）

人们常说，身体好比什么
都好。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健康状况不佳，事业有
成、家庭幸福都没有保障。而
为群众提供免费的健康服务，

让群众掌握更多健康常识本是
好事，理应得到推广。

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的
所谓健康服务却变了味道，
频频有商家以免费的健康讲
座、养生课堂、义诊、体检
的名义来忽悠群众，夸夸其
谈乃至危言耸听，推销质次
价高甚至纯属假冒伪劣的保
健品或治疗仪，一些群众尤
其是老年人遭遇忽悠是人财
两空。

老年人频遭忽悠有多重因

素，很多老人年迈体弱，又因
为子女不在身边等原因，看病
不方便，希望得到更加便捷实
惠的健康服务。而在我们身
边，那些规范的健康讲座等活
动还有些不够，这让不良商家
钻了空子，用“挂羊头卖狗
肉”的健康服务来大肆忽悠
群众，牟取不义之财。

有关单位开展规范的公益
健康讲座活动，可为老人送
上实实在在的健康服务。通
过活动，老人们不仅学到了

健康常识，还充实了生活，
彼此间也有了一次难得的交
流机会，真是其乐融融。这
样的活动可谓把好事做到了
老人的心坎上。

希望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
能为群众推出更多类似活动，
让“正版”健康服务造福于
民。相信群众能从中获益匪
浅，而那些“挂羊头卖狗肉”
的健康服务也将失去市场空
间，不良商家想打歪主意恐怕
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看 到 人 民 网 转 发 的 评 论
《善待李田田》，颇有同感。

是 的 ， 如 今 事 情 出 现 反
转，李老师所在的湘西州将整
顿一切形式主义的检查。但经
历了类似谍战片的“深夜约
谈”“敲门”“要求签字”的李
田田们，今后是否还能如此揭
露问题、反映真相吗？

事情已经发生了 20 天，其
原单位是如何“善待”的呢？
回答的“整改结果”是：“李田
田的课程已经减半，但其外出
行程需向领导汇报。”

呜呼！“课程减半”就是
“减负”了？校领导大概认为，
少上课至少是属于“宽待”了
李老师。但作为站讲台 38 年的
老教师，笔者想弱弱地问一
句：刘老师的工资是否因此而
减半呢？其他老师的负担也能
够这样“减半”吗？这种“扬
汤止沸”难道不是形式主义的
变种吗？这样嘲笑网民智商的

“媒体应对”是如何出笼的呢？
但是，比起“外出行程需

向领导汇报”，少上课几乎就是
“幸福”了。

今年年初，教育部明确提
出，要为教师减负，把教师从

“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
今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实施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
出“严格控制面向义务教育学
校的各类审批、检查验收、创
建评比等活动”，莫非永顺县教
体局的领导与刘老师所在的学
校都没有收到文件？

弟子们讲“理科男”的恋
爱故事，结尾都一样：“后来就
没有后来了”。所以，“善待”
与否，是需要时间与实践检验
的。再进一步，那些让师生们

“停课扫地”的大大小小的检查
都是谁安排的？而这些叠床架
屋的检查是不是形式主义呢？

湘西州州委书记叶红专态
度很坚决：“湘西杜绝一切形式
主义的检查，县教体局工作的
方式方法存在问题，我们已经
提出批评。”然而，20 天过去，
为什么没有听到一声道歉呢？

子曰“使民以时”，明确告
诉大家：不适当的时候不要去
扰民，这是不折不扣的“以民
为本”的传统文化。学校停
课，等于医生终止手术，驾驶
员终止飞行。记得老教务处长
说过，停课是要“教育部批
准”的，怎么到了永顺县就易
如反掌了呢？

李田田老师的“善待”会
不会成为空话，吾侪正拭目以
待。

征信纠纷

新快报 某银行客户因账
户被扣除 1.8 元的短信服务
费，致使余额不足未能按时足
额还款，产生逾期不良信用记
录。客户认为并非故意拖欠，
要求银行修改征信记录。银
行认为已尽到提醒义务，无充
足理由不能向上级申请更正，
导致双方发生纠纷。近日湖北
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帮助银行
和消费者成功化解一起因不良
征信引发的纠纷，不仅得到双
方认同，也获得监管部门认可。

微评 这位客户的“痛苦”
经历，我也有过：三年前，我按
揭的楼盘的物业公司在没有
任何知会的情况下，在我的个
人按揭账户提前一天扣去了
一个月的物管费（房子还没有
入住，故未办理物管专门账
户），致使银行第二天自动结
算不了（因为余额不足），事后
我收到短信，“你当天的按揭
款未能结算成功，请注意你的
个人征信。”当时，真的很气
愤，气愤物管的“神操作”！
事隔一年，我按揭另一套房
子，事前打印个人征信，就被
告知，“有问题！”好在通过向

按揭行解释，工作人员也查
了相关账户的流水，证实我
所言不假，才能顺利地通过
了按揭。由此可见，这事并
非个案。无论银行客户还是
小区物管的自身疏忽而导致
账 户 余 额 不 足 未 能 按 时 还
贷，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这都不是小事，必须引起相
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母乳喂养

新快报 10月 29日，广州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州
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根据
程序，《条例》需经省人大批准
后施行。《条例》规定，面积超 1
万平方米或日人流量过万的
六类公共场所应建母婴室，否
则最高罚款5万。

微评 获批后，我国首部
针对母乳喂养的地方性法规
将落地，这无疑成为广州立法
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其实，广州出台这份条例，有
着深刻的现实语境：老人说：

“ 金 水 银 水 ，不 如 妈 妈 的 奶
水。”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
然食品、最佳营养来源。可

是，母乳喂养的现状不容乐观
——中国发展基金会在年初
发布的《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
素调查报告》显示，我国6个月
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不到三
成！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复杂
的，但有一点应该是事实：你
叫年轻的妈妈们去哪里找一
个母婴室？她们总不能当街
给孩子喂奶吧？所以，广州出
台的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意
义重大而深远：为各地乃至国
家制定促进母乳喂养法规提
供了范本，影响不会限于广
州，其他地方应该要参照、借
鉴。

猪肉限价

澎湃新闻 10月 30日，贵
州铜仁市江口县政府方面表
示，由江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与县发展和改革局 29日印发
的《江口县猪肉保供稳价告诫
书》违反《价格法》有关规定，
立即对此行为进行整改。网
上图片显示，此前江口县市场
局、发改局下发的告诫书称

“白条肉售价须在 20元以内，
五花肉等每斤须在 25 元以
内”。并称，“凡不按以上规定

的价格执行，视为扰乱猪肉保
供稳价市场，恶意哄抬物价”。

微评 又一起拍脑袋的
“决策”。我们不禁要问：一、
如此明显地违反《价格法》的
行为，是如何出笼的？这两个
部 门 的 官 员 究 竟 懂 不 懂 法
律？如果懂法，那这是不是

“知法违法”？如果不懂，那么
这些官员合格吗？二、市场经
济，所有商品自有其价格形成
的合理机制，不是肉贩想将猪
肉价格抬高，而是肉猪的进货
价已疯涨了，你这样一限价，
肉贩赚不了钱，他们还会做这
个生意吗？别说贵州江口县，
就说我们湛江赤坎区吧，我注
意到北桥市场的肉贩摊档已
少了许多，何故？没有钱赚了
呀。所以，如果“猪肉限价”落
地的话，应该只有一个结果：
江口县的所有市场上将无猪
肉可卖，市民将无猪肉可吃
了。——虽然，这份告诫书很
快就被叫停了，但类似的新闻
似乎并不少，比如某些地方职
能部门出台的楼市调控新政，
刚出台就被喊停，如此的“权
力任性”，伤害的不就是当地
政府的公信力吗？

烟雨遥

让更多正规的
健康服务造福于民 ■ 朱慧松

如何
才算“善待”

宋立民（赤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