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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以后，章丘铁
锅一夜蹿红，当地制作铁锅的家庭小作坊遍地开
花，然而铁锅质量却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以次
充好的现象。仅仅过去了4个月，红极一时的网
红章丘铁锅突然“遇冷”，不仅产品出现了滞销，
甚至很多跟风的家庭小作坊也纷纷关门。这些
家庭小作坊大部分没办理生产经营手续，市场监
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6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刘孙恒：章丘铁锅得以
走红，首先是受益于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
播出。作为一个超级大IP，

《舌尖上的中国》的影响力无
与伦比。若是章丘铁锅出现
在另外的节目中，知名度或
许就不会像今天这般大。但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章丘铁锅
一开始本身经得起时间和市
场的检验。“十二道工序，十
八遍火候，1000℃高温冶炼，
36000次锤打……”构成了
章丘铁锅品质的底色。

而在消费升级的今天，
章丘铁锅生产流程所体现
出来的对工艺标准的坚守，
背后凸显的传统商品和手
艺所蕴含的历史沉淀，恰恰
符合现代人日趋个性化的
需求，满足人们对传统商品
和手艺的某种情怀。更为
关键的是，章丘铁锅千锤百
炼所彰显的严谨认真、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既是当下
每个人需要具备的素质和
能力，也是今天商品生产和
服务必须具备的品质。

倘若章丘铁锅继续沿
着这条路走下去，始终坚守
工匠精神，不忘初心，“章丘
铁锅”这个品牌势必会发扬
光大，奈何一夜爆红的章丘
铁锅，在巨大的光环和市场
追捧之下，一时之间却迷失
了自己。资本蜂拥而入后，
一个村就有40多个家庭作
坊制作铁锅，几乎每个章丘
人都成了章丘铁锅的生产
者。反之，原先的工艺标准
和流程却没有坚守住，甚至
连基本的工艺底线都没有
设定。野蛮发展、快速扩张
之下，看见的只有对利益的
疯狂追逐，章丘铁锅最具价
值的工匠精神的内核，倒被
丢在了九霄云外。

说起来，章丘铁锅既想
坚守住传统的工艺标准，满
足个性化、高品质需求，又
想走市场化之路，满足人们
的普遍性需求，兼得鱼与熊
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需要章丘政府和章丘人
民共同努力，小心呵护和发
展这个来之不易的品牌。

A：源于工匠精神丢失

今日评论 关键词 消费陷阱

消费陷阱考验大数据管理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买机票搭个“专车”接送，订酒店
搭个SPA放松，互联网上的搭售让人
防不胜防；打开熟悉的购物APP，
页面立刻跳出来你最近浏览过的同
类产品，你没管好自己又“剁手”
了一次，后来发现系统推荐的东西
并不便宜，电子商务时代的“杀熟”
精准得让你无从拒绝。6月19日，《电
子商务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第三次审议，针
对互联网时代便捷背后的痛点、热点，
给予精准规范。

电商的蓬勃发展给生活带来了
巨大便利，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则给
电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现如
今，手机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讯工具，
更是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衣食住行
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借助手机来完
成。不过，科技发展带来的不只是便
利，各种商业套路也在不断花样翻
新。打开手机APP，扑面而来的商品
信息令人眼花缭乱，各种或简单粗暴
或含蓄隐蔽的销售套路藏身其中，总
有一种套路让人觉得眼熟。

在各种消费陷阱中，“杀熟”最为
令人痛恨，同时也最令人猝不及防。
明明是多次交易的“老朋友”，却被当

作任意宰割的“冤大头”，如此不近人
情的商业逻辑，任谁都无法接受。问
题是，不愿意接受是一回事，不得不接
受是另一回事——既然是“陷阱”，自
然不会轻易让人察觉。无论是遮遮
掩掩的“搭售”，还是明火执仗的“看人
下菜碟”，无一例外皆属此理。“搭售”
看似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实际上只是
为了延伸商业链，更关键的是，捆绑销
售往往并不便宜；至于“看人下菜碟”，
更是让人无力吐槽，同样的商品或者
服务，换一个手机账号登录，往往就是
另外一种价格，这简直是一种赤裸裸
的羞辱。

类似的消费陷阱之所以大多藏
身于手机APP，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在手机上想要“货比三家”并不容易
——手机屏幕太小，操作太过繁琐，
不少消费者因此而作罢。消费陷阱
涉及的单笔金额虽然不大，但以电子
商务成交量之巨，其绝对金额并不是
一个小数目。更为关键的是，如此“明
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本身就是对
公平交易的一种破坏。《电子商务法
（草案）》此番“亮剑”，显然致力于根治
此类痼疾。

手机APP上的消费陷阱令人见
怪不怪，表面上看起来源于两方面原
因：消费者基于消费习惯的淡然处之，

以及相关制度缺失所造成的问责无
力。在消费者维权意识已经崛起的
当下，尽快明确罚则无疑应提上议事
日程。以此而论，《电子商务法（草
案）》仍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针
对消费陷阱，“草案”中多为“不得”“应
当”之类原则性描述，而缺乏强有力的
处罚规定。真金白银的利益诱惑之
下，如果缺少明确的罚则，不仅监管者
难以真正发力，经营者也很难自觉自
愿地自断财路。更为重要的是，消费
陷阱大多是基于大数据分析之后“量
身定制”，这才是此类行为屡禁不止的
深层次原因。

凭借大数据分析，商家不仅可以
获得消费者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可以
据此分析消费者的个人喜好、消费习
惯，甚至可以将这些内容作为商业资
源待价而沽。由此，不仅直接损害消
费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势必会破坏
市场环境与信息安全。身处大数据
时代，对于企业来说，拥有数据就
意味着拥有商机，如何避免企业在
追求利益的同时损害公民个人信息
安全，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
智慧。在为电子商务建制立规的同
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亦有必要加快
立法进程。双剑合璧，更有助于维护
良好的信息安全环境。

B:说明坚守难得

仅10%学生参加的毕业典礼100%错误

毛建国：虽然见到了
太多网红品牌“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但章丘
铁锅迅速由热变冷，还是
让人遗憾。“十二道工序，十
八遍火候，1000℃高温冶
炼，36000次锤打……”2月
19日晚上，央视纪录片《舌
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
讲述了章丘铁匠师傅传代
打锅的故事，解说词用各种
数字描述了手工制锅的匠
心独运。纪录片播出以后，
章丘铁锅一夜间成为“网
红”，瞬间刷爆了朋友圈。

事实上，出现在纪录
片里的章丘铁锅，只是一
个笼统的文化概念，并不
是法律概念，品牌所有权
不属哪家独有，整个市场
都可以用。如果纪录片宣
扬的是某品牌铁锅，只要
这个品牌表现出足够清
醒，就会有美好未来。可
是，作为文化概念的章丘
铁锅并不具有专属权，并
不是哪一家的独有品牌。
这也是很多地方品牌面临
的尴尬。既然谁都可以
用，那就难免良莠不齐，有

些从业者的清醒，在另外
一些人看来可能是糊涂。
一片挣快钱声中，坚守成
了真正的稀缺品。

作 为 一 种 纯 手 工 制
品，很难说章丘铁锅就比
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铁锅在
品质上更好。因为章丘铁
锅迎合了人们对于工匠精
神的好感，满足了人们对
于工匠精神的向往，这才
使其具备了“稀缺品质”。
一个品牌的形成，一个工
匠的成长，都是很难速成
的 ，需 要 经 年 累 月 的 坚
守。纪录片里的章丘铁
锅，让人们看到了坚守品
质。而走红后的章丘铁
锅，淡化了坚守品质，遇冷
也就成为必然。

章丘铁锅遇冷更说明
坚守难得，而坚守既有品
质意义上的，也有规模意
义上的。在市场上，太多
的百年品牌走上了扩张道
路，在给予其美好祝福的
同时，还请尊重那些本本
分分的坚守者，他们默默
坚守在一角。“耐得住寂
寞”的品质尤其可贵。

□斯涵涵

“毕业典礼只有 10%‘优秀毕
业生’才能去天佑会堂参加学校的
毕业典礼，现场听到校长的讲话，
而剩下的 90%的人需要坐在教室
里观看毕业典礼的直播，父母甚至
需要坐在另一间教室观看直播。”
据央广网报道，近日，北京交大毕
业典礼，因优秀毕业生被区别对待
引发争议。北京交通大学通过官方
微博回应：学校对2018年毕业典礼
安排作出调整。

校方称，今年原定方案主要综
合考虑时间、天气、场地等因素的
制约，故只对10%“优秀毕业生”开
放。在大学校园苦读多年，结果连
个毕业典礼都不能现场参与，诸多
学子想必心中难受，况且此方案根
本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将予以
实施，那种被遗忘、被冷落的感觉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毕业典礼意

义重大，校方本应做好充分准备。
场地、仪式、流程、参与者都当考虑
到位。毕竟对于每个学生而言，这
都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而学校
的尽心温馨和平等公正，才更能体
现毕业典礼的美好含义。

从某种程度上看，毕业典礼是
大学校园的形象展示。通过毕业典
礼与毕业生面对面的交流，与学生
共同完成一个盛大的仪式，倾听学
生的心声，重视学生的诉求，及时
解决学生反映的问题，放低姿态，
去接受、去改变，创造民主和谐的
校园氛围，建立教学相长的师生关
系，师长们无疑起着以身作则的作
用。可惜一些校园管理者并没有意
识到自己的责任，没有身体力行地
上好“最后一课”。

只有 10%学生参加的毕业典
礼是 100%的错误。这暴露了当下

高校教育急躁、草率、功利的办学
思路。大学，作为一个清雅脱俗的
象牙塔，一个有着丰富学养、卓越
品格的知识群体，理应明德致知、
博学笃行，切实体现“人生而平
等”、“厚德载物”的深刻内涵。只不
过，我们一些高校在过度市场化和
行政化、功利化的道路上，渐渐忘
却了有容乃大、科学民主的大学精
神。

而从舆论反应来看，把“优秀
毕业生”头衔或者其他条件，当作
参加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的门票，
如此操办毕业典礼并不只有北京
交大这一家，这更让人无语。在学
生们的失望和抱怨声中，欠缺的毕
业典礼也给所有人画了一个大大
的问号：我们该如何抗衡功利浮躁
的价值失重？又怎样去打捞那日渐
遗失的教育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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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法“大修”亮点不只在起征点上调
□宋鹏伟

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
正案草案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个
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
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性变革：工
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
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
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月
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
万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
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
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
扣除；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优化
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
距……（新华社6月19日）

在千呼万唤中，与每个人息息
相关的个税法修正案终于揭开面
纱。除了人们最关心的个税起征点
上调之外，还囊括了综合征税、专
项附加扣除等一系列税改措施，不
仅在顶层设计上更趋完善，而且直
指改革的核心要义——税收公平。

起征点上调属于个税调整的
常规动作，四成以上的调整幅度也
在预料之中，实施后必将进一步减
轻工薪阶层的税负压力，促进社会
公平。之所以称为“大修”，是因为
还包括一系列从未有过的变化。譬
如，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
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
首次实行综合征税。

本次“大修”最大的亮点，在于
专项附加扣除，迈出了由分类分项
征税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税的
重要一步，纳税群体也会从中得到
实惠。当前的征税模式，仅以社会
平均支出为依据制定起征点，而没
有直接设计教育、赡养老人、抚养
子女等专项扣除。既然每个人的情
况不同，征税时也理当考虑家庭负
担的差异性，使征税更具针对性，
更显人性化。这意味着，教育、看
病、买房、养老等普通家庭最大的
经济支出，今后将在纳税时进行适

当抵扣，从而更加符合促进收入公
平分配的目标。

税收公平比单纯地减税更值
得期待，通过优化税收结构和完善
征缴机制，中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指
数必将大大提高，同时也为拉动消
费促进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网红”章丘铁锅滞销

漫画作者：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