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图
说
辣
论

虚假好评坑万家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禁

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征求
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
得采取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
足以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
赞等互动行为，引发各界热议。

严格来说，用“好评返现”的方
式诱导消费者点赞，属于不正当竞
争行为，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不利于数
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但由于“好评

返现”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私下暗
地里“互动”，取证难度大，加上执法
力度不够，监管长期处于真空，导致

“好评返现”问题积重难返，治理成
效差强人意。规范治理“好评返
现”，除了出台明文规定之外，关键
要加大监管力度，在做好宣传的同
时，对违规者从严惩处。当然，消费
者也要慎用评价权，不能因小恩小
惠，做虚假好评，带偏其他消费者。

（图/王少华 文/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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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劳动教育缺失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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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让群众吃得更放心，文
昌、三亚等市县启动“你点我检”活
动，消费者“点”什么，市场监管部门
就“检”什么，把食品安全监管的主
动权交给消费者，充分体现出对消
费者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尊
重，可带动广大群众共建食品消费
环境，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
品安全关乎广大消费者切身利益，
是公众高度关注的民生话题。日常
生活中，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说法
流传甚广，很有市场。比如，猪肉里

有瘦肉精吗、鸡蛋真有人工造吗、买
来的湿面条为何放不坏……大多数
食品用肉眼无法辨别真伪优劣，交
付检测则存在费用高、耗时长等制
约因素，为相关谣言的滋生提供了
土壤。当食品安全变成一个个自带
流量的问号，背后正反映出人们对
食品安全的新需求、新期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食品的需求早已从“吃得饱”迈向

“吃得好”。这其中，食品安全是底
线。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创
新“点”的方式、强化“检”的效能，将
市民纳入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一
方面为市民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拓宽
了渠道、打造了平台，使食品检测更

加贴近民生需求，有力回应群众期
待；另一方面，活动有效延伸了食药
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触角，有助于提
升食品检测的靶向性、针对性和实
效性，能够弥补执法力量不足的短
板，让监管更有力、更高效。

据媒体报道，我国食品生产经
营主体达 1500 万家，有获证食品生
产企业 17.2 万家。从大型商超到小
型作坊，从农贸市场到马路市场，
从连锁餐饮到流动摊贩……“点多
面广”是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显著
特征，也是市场监管鞭长莫及、难
以有效覆盖全面的重要因素。实
践证明，社会力量在参与食品安全
监 管 当 中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比如，近期国内一些地方发生多起
食 品 安 全 事 件 ，如“ 小 龙 坎 ”火 锅
店 、“杨国福”麻辣烫店 、“奈雪的
茶”奶茶店、“大润发”超市接连“翻
车”，被媒体记者、视频博主曝光使用
变质材料等食品安全问题，引爆社会
舆论。大家在指责知名餐饮企业内
部管理之混乱，置食品安全底线于不
顾的“脱轨”行为时，也进一步认识到
社会力量是政府监管机制的有效补
充，可有效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覆盖
面。“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省 2019 年
出台《海南省食品药品安全有奖举报
实施办法》，明确举报人最高可获 50
万元奖励，正是为了激励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不容盲区
和“死角”。要从拓宽渠道、创新方式、
有效激励、完善体系等方面发力，激活
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交
流，让群众参与常态化、长效化，倒逼
食品制作、加工、销售等各环节加强管
理，让食品安全的防线更牢靠。

保障食品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
关。我们每个人都是食品安全的直
接受益者，也应当是主动参与者，
要积极行动起来，把对食品安全的
关注力转化成维护食品安全的监
督 力 ，自 觉 抵 制 不 安 全 食 品 ，共
同营造食品安全共治共建共享的
良 好 氛 围 ，让 舌 尖 上 的 美 味 吃 得
更放心。

8 月 24 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
上，有记者提到，《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印发之后，大家对新
时代教育的内涵和边界的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体力劳动如今已经过时
了。对此，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
回应：“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大，体力劳
动我相信永远不会过时，即使是在机
械化程度很高的时代，我们的物质财
富、精神财富，主要也是通过劳动创造
的。”（8月24日澎湃新闻）

体力劳动已经过时，可能有不少
人都持这样的观念。在很长时间内，
受到教育功利化及应试教育的影响，
劳动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被忽
视，被边缘化。不仅如此，社会上对劳
动教育还存在偏见，“劳动光荣”变得
有些空洞而无意义，“劳心者治人，劳
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却深入人心。这
让劳动教育更不得人心，更难受到重
视。所以，体力劳动不是过不过时的

问题，是一直以来都没受到重视，一直
以来都处于尴尬地位的问题。而现在
机械化程度高，体力劳动更容易受到
轻视。

此次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一样，共同强调了一个观点，就是在
劳动教育过程中，要以体力劳动为
主，注重手脑结合。这有助于“纠偏”
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念。

要看到，如果学校、家长都不重
视劳动教育，学生更容易变得“四体
不勤”，这不仅容易让学生欠缺必要
的锻炼，不利于他们身体健康，也可
能让学生欠缺基本的生活自理能
力。如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多年持
续下降，青少年戴眼镜的越来越多，
肥胖率越来越高，一些青少年“好吃
懒做”，动手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差，
都与劳动教育缺失有很大关系。要

“治好”这些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
“现代病”，重视体力劳动，重视劳动
教育就尤显重要。所以，体力劳动对

于现在的教育来说，更需要，更有大
力推行的必要。

重视体力劳动，补上劳动教育缺
失的短板，让学生变得热爱劳动，让
学生在劳动中感受到劳动光荣，感受
到劳动的乐趣，这既能强健体魄，又
有利于磨砺学生的意志，培养学生务
实、勤劳的良好品质。重视劳动教
育，对受到冷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有
所裨益，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技术、劳
动的兴趣，为“中国制造”培养优秀的
后备力量。

体力劳动为当下教育所急需。“劳
动教育以体力劳动为主”，强调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是为了防止以

“智育”取代劳动，是为了更好强化劳
动观念，弘扬劳动精神。“体力劳动永
远不会过时”，关键还要让体力劳动落
到实处，比如要防范一些学校以“智
育”取代劳动教育，简单通过在课堂上
教知识、讲劳动来实施劳动教育。让
体力劳动不仅不会过时，还能流行起
来，让孩子爱上体力劳动，这样才能让
更多孩子们健康成长。

“跟着‘导师’能连接宇宙‘能量’，家庭、事业
会一帆风顺”“不吃药、不打针病就能治好”……这
样神乎其神的宣传，频频出现在所谓的“心灵成
长”培训班上。这个组织的“门槛费”动辄数万元
到数百万元不等，还根据缴费额度建立了层级架
构，很多收益来自发展下线、获取提成。（8月24
日《中国青年报》）

这种所谓的“心灵成长”培训班，宣扬的是违
背基本科学常识的理论。比如，让学员集体拍大
腿“搭建新的神经链”，以“提高人体的频率、接受
宇宙能量”，“当你的频率和奇迹的频率同频时”，
疾病就会痊愈。该组织还涉嫌对学员进行变相的
精神控制，如通过引导学员分享苦恼、讲述经历、
大声诵读“真言”和“咒语”，以及催眠等手段，给学
员植入“服从”与“财富”等心理暗示，比如“妻子要
臣服于丈夫”“你值得过富足美好的物质生活”等，
放大了学员的“全能自恋”心理。

可见，这种“心灵成长”培训的根本目的，并
非让学员实现心路成长、心灵蜕变，从而使他们
突破职业瓶颈、和谐婚姻家庭、理顺人际关系等，
而是更类似于精神传销。近年来，类似的心灵精
神传销并不少见，不同于传统传销，这些组织扮
演的是“人生导师”“亲密朋友”等，宣扬的是成
功学、心灵鸡汤等精神大杂烩，瞄准的多是具有
经济实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在健康、婚姻等方面
有难以排解问题的人群。

花样百出的精神传销亟待加强监管。有专
家建议，但凡涉及心灵、精神培训，都应严加审核
培训机构的经营范围、方法手段、兜售课程、收费
标准等，对其商业性培训活动加强日常巡查，若
发现有传销、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更要毫不手
软地取缔。在上述报道中，有律师认为，根据刑
法，“心灵成长”培训具备收入门费、定层级、虚
构或者夸大盈利的前景、发展人员、骗取财物等
显著特点，已经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涉嫌
诈骗罪。

精神传销屡有市场也表明，一些人在物质丰
富起来后，精神上可能会感到空虚迷茫，急切地想
通过培训“引领人生”，改变自己当前的状态。故
而要通过大力宣传，引导公众保持正确的认识，警
惕精神传销，免受精神传销的伤害。相关部门针
对这种精神需求，也可以尝试扶持一些优秀的、具
有正能量的、能真正帮助到大家的心理教育培训
机构，避免让群众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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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心灵传销”式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