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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

维权”事件持续发酵。 最新

几则消息表明，奔驰方面已

陷入被动：一是 ，奔驰方答

应先退款再检测，但遭到车

主拒绝， 车主要求先检测，

如果结果证实漏油是销售

前的问题，则将要求 “假一

赔三”；二是，针对车主提出

的被迫交纳

1.5

万元金融服

务费且没有发票的问题，陕

西省税务部门已介入调查；

三是， 事件成为热点后，深

圳、郑州先后有奔驰车主也

反映了车辆出故障而存在

维权难的情况，受到舆论重

视。

归结起来，事件所揭示

的问题，就是女车主所说的

“消费者维权凭什么这么

难”。显然，世上没有无缘无

故的维权难。 比如，业内人

士所说的购车贷款“金融服

务费”，“旧车当作新车卖”，

都属于行业潜规则。这应当

也是维权难的重要原因。此

类潜规则，当然是商家以坑

害消费者实现利润最大化

为目的。

作为世界知名品牌，奔

驰在中国国内有着较为可

观的销量。但是其被投诉量

也是颇为可观的。 今年

3

月

11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

2018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

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

显示，奔驰被投诉量在国外

品牌中排在首位。 当然，投

诉量大，不等于投诉成功率

大。 汽车消费维权难，仍是

消费者需要面对的现实。

但是商家的算盘不可

能永远都会打得那么顺。长

生疫苗、视觉中国等事件都

表明，利欲膨胀过度，终将

付出沉重代价，甚至得不偿

失。

在汽车消费纠纷中，根

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的 “假一赔三 ”原则 ，符合

“以次充好” 特征的汽车产

品，商家同样面临此类惩罚

性赔偿。我举两个典型的案

例：

其一，

2017

年

8

月，河南

消费者张先生购买了一辆

奔驰轿车，没开几天就故障

不断。 经检测与调查，发现

这是一辆从美国进口的事

故车辆，经改造后被当作新

车销售。 张先生历时一年

半，奔走于河南、天津，并从

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

馆开具了二手车公证书，最

终获得了法院 “退一赔三”

的裁决———被告除了退还

购车款， 另外获赔近

260

万

元。

其二，

2017

年

3

月，杭州

消费者张女士在奔驰

4S

店

购买了一辆奔驰轿车，事后

发现这是一辆改装车，无法

上牌。经过一年多的艰难维

权，车主终于通过法院讨回

了 公 道 ———获 赔 近

270

万

元。

不难想象，张先生与张

女士为了维权所付出的代

价。如果不是发现车辆系翻

新改装产品，他们也有可能

像大多数消费者一样，最终

选择打退堂鼓，而不会走上

诉讼之路。现实中，通过“砸

车表演”、“哭诉撒泼” 的手

段维权，毕竟是少数。 奔驰

汽车能够成为全球百年品

牌，显然并不是耍赖耍出来

的 ， 也不是消费者闹出来

的。此类纠纷在我们媒体上

频现，值得深思。 如新华网

在评论中所指出的：类似的

汽车市场销售乱象如何杜

绝？期待有关部门还公众一

个清朗的市场！

◎

椿桦 本报评论员

一方面， 此类图片公

司将真正版权人的权益压

制到最低， 甚至冒充版权

人谋取利益。 另一方面，

利用网络化数字追踪技术

和专业化维权手段， 就所

谓版权图片实行“商业化”

“套路化” 维权以赚取利

益， 其中不乏引诱、 胁迫、

欺诈或敲诈勒索嫌疑。 一

头压制版权人、 一头压制

图片使用人， 这种“两头

打压” 的做法严重扭曲了

版权法保护图片作品的立

法目的……

———经济日报 ：《打击

知识产权领域“流氓”行为》

“消费者是上帝” 的说

法， 在一些企业尤其是大

企业， 不过是堂皇的说辞

而已， 并不能成为消费者

维权的切实保障， 或许有

些企业并没有打算真正遵

守。

这种对消费者权利的

漠视， 除了企业没来由的

“优越感”之外，也与地方保

护的纵容、监管缺位有一定

关系。 很多时候，有的监管

部门面对大企业、 大品牌，

往往缺乏足够的力度，并没

有真正成为消费者维权的

坚强后盾。 这中间，或许有

多头管理的因素，但根本上

仍在于当下的监管多侧重

于事后，“出事后”“事情闹

大后”，监管才可能介入，而

在之前的维权过程中，作为

不够积极。

———新京报 ：《让大企

业放下傲慢，让车主维权不

再难》

“一朝腐败、 终身追

责”， 退休并不意味着平安

着陆，这已被反复印证。 但

即便在高压之下，依然还有

人退休后心不死、 权不放、

手不收，权钱交易的勾当没

少干，红顶中介的掮客没少

当，地下组织部长的活没少

揽， 真是利欲熏心而不知

畏、心存侥幸而不知止。

———中国纪检监察报：

《莫把退休余热变余威》

◎

木木 辑

靠坑害消费者谋利，注定得不偿失

白

话广州

山泉同美食

新闻话，一位老人家上白

云山攞水，唔小心跣亲搞到骨

折，认真阴公。 依家系雨季，各

位老人家出门，尤其系去行山

嘅时候要注意。

我估呢位老人家系土生

土长嘅广州人。 点解？ 因为佢

对白云山嘅山水情有独钟咯。

记得细个嘅时候，我爸爸每到

星期六日都要去白云山跑一

转。 每次去，三五个空水樽系

必定嘅“ 装备”———孭住呢几

个水樽，跑上半山接山水再跑

返屋企。 接山水做咩？ 用嚟冲

茶煲汤，佢话咁样啲茶水汤水

先至“ 够甜”。

嗰个时候好兴上山攞水，

后来为咗保护生态同环境，就

禁止市民游客攞水喇。 依家睇

嚟 ，去白云山攞水依旧系“ 禁

而不止”。 广州人为咩对白云

山嘅山水“ 迷恋 ”到咁嘅地步

呢？ 咁就要从广州人嘅饮食习

惯讲起。 大家都知道广州人把

口好“ 刁”，食材同原料样样都

要新鲜， 就连用水都有讲究。

唔知大家有冇听讲过，好多人

话广州啲水系“ 热底”，天然嘅

山水先至够“ 正气”。

其实，广州一啲比较有名

气嘅小食都同白云山嘅山水

有关。 第一种系白云猪手。 白

云猪手醒胃可口，佢唔肥唔腻

嘅“ 秘诀 ”据讲系因为浸过白

云山嘅山水 。 第二种系沙河

粉 。 呢种粉啱啱“ 发明 ”嘅时

候 ， 用嘅就系白云山嘅山泉

水。 后来批量生产，伍仙桥嗰

间沙河粉厂仲特登喺山上边

引条水管落嚟整米浆添。

◎

李月婷 媒体人

市

民论坛

给教师减负担

需要“负面清单”

热

点观察

新

华时评

“穿越历史老集市 ，

让物价回归

1948

”， 如此

“穿越” 究竟闹哪样 ？ 近

日，某商家以民国物价为

噱头的营销海报引发热

议。 广告策划者自以为物

价低廉的年份，在史实中

却满是 “物价容易把人

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

的严重通胀情景。 这种歪

曲历史的操作，自然被人

们拍砖。

民国时期通货膨胀 、

民不聊生的各种奇闻并

不冷僻，在中学历史教科

书中就有很多描述。 为什

么连中学生都一眼就能

看出的常识性问题，却会

被一些人奉为别出心裁

的“创意”？ “奇葩”海报的

出现，表面看是某些人的

历史常识“让人捉急 ”，却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

费历史的“跑偏”倾向。

实际上，以消费主义

思维、娱乐化心态对待历

史，并非个案。 有的调侃

英烈壮举 ，有的打着 “戏

说” 的幌子肆意编排 ，有

的为了轰动效应故作惊

人 之 语 甚 至 哗 众 取 宠

……这些做法不仅屡屡

出现在影视、广告等大众

媒介中 ，一些名人 、网红

在谈论某些历史问题时

也是错谬频出，给大众特

别是青少年群体造成了

历史认知的混乱。

文娱 、 商业 与 历史

题材发生联系是常见的

事情， 但如果这种联系是

以混淆黑白、 颠倒是非为

代价， 以制造噱头、 颠覆

“三观” 为能事 ， 不但站

不住脚， 更会受到社会谴

责。 在某些人眼里， 历史

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

只要能追名逐利 ， 尽可

“为我所用”， 于是改编成

了乱编、 戏说成了胡说、

化用成了滥用……如果

对历史缺乏起码的敬畏

之心， 类似 “让物价回归

1948

” 的笑话就难保不会

再出现。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

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

这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都注重历史编修、

研究和教育的原因所在 。

对历史的敬畏， 最基本的

一条就是尊重史实和常

识，不能随意歪曲和涂抹。

不管是商业机构还是文娱

明星，拿历史说事的时候，

理应多一份谨慎， 多一些

敬畏， 不能在名利面前昏

了头脑、乱了方寸，说一些

让人大跌眼镜的胡话。

不是所有的 “穿越 ”

都能捡到便宜， 不是所有

的 “脑洞大开” 都是好创

意 。 “奇葩 ” 海报下架

了 ， 商家也出来致歉了 ，

一场网络围观某种意义上

变成了历史常识普及课 。

这场风波再次提醒我们 ：

历史不可忘却， 应该永远

铭记于心。

◎

辛识平 新华社评论员

别让奇葩广告消费历史

广交会开幕了 ， 先

读一条服务信息： “

4

月

15

日起非粤

A

牌车不受

广州 ‘开四停四’ 限制 ，

可连开

25

天 ” （ 《新快

报》

4

月

15

日）。 广交会

与劳动节假期叠加 ， 非

粤

A

牌就有了这一通行

便利。

当然 ， 对于 违 法乱

纪的人来说 ， 怎么通行

都难言便利。 你看， “一

男子在佛山遇警察查车

减速犹豫 ， 因后尾箱装

着

7

万 多 元 的 假 烟 ”

（禅城公安微信公众号

4

月

15

日 ） 。 做贼当然心

虚， 即便没有遇到警察，

开车都不会自在。 与警察

在公交地铁站抽查身份证

一样， 设卡查车往往也会

有所斩获， 值得肯定。

不过， 有些害人行为

却是堂而皇之地进行， 事

后追究也不那么容易。 比

如， “珠海女子到中山祛

斑不成反得皮肤病， 专家

怀疑产品中添加了腐蚀性

成分” （中国新闻网

4

月

14

日）。 此类 “一抹就干

净” “终身不反弹” 的宣

传对爱美者的诱惑力确实

够大， 但由此产生毁容案

例， 也屡见不鲜。 美容产

品中是否人为添加了腐蚀

性成分， 事后维权往往取

证难。 毕竟， 此类消费纠

纷不像刑事或治案案件 ，

报警后警方会第一时间

封存产品。 所以， 对于美

容业中的此类乱象， 有必

要来一次集中而彻底的整

治与规范。

同样， 对于 “民间秘

方” 也是时候好好治一治

了。 先从 “深圳男子听信

民间秘方治糖尿病， 自制

75

颗药丸吃了铅中毒 ”

（ 《南方都市报 》

4

月

15

日） 这一新闻说起。 所谓

“民间秘方”， 在医学落后

时代比较常见。 不否认，

其中有些偏方秘方确实有

效 ， 但大部分都是无效

的， 甚至有不少 “秘方”

有毒。 比如吃香灰消毒 、

吞蛇胆止咳祛湿等 ， 就

属于害人不浅的 “偏方

秘方”。 因使用 “偏方秘

方 ” 而丢命的报道 ， 也

不少见 。 所以 ， 现代文

明 社 会 ， 不 应 当 迷 信

“秘方 ” 。 政府部门与医

学专业人士 ， 应就此进

行科普 ， 对于造成事故

的 “秘方 ” 提供者 ， 应

追究法律责任。

◎

胡也屏 媒体人

是时候治治“民间秘方”了

点

击广东

填不完的表格、 写不完的

心得体会、 五花八门的比赛或

活动、 各式各样的评比或检查

……眼下在一些地方， 一拨拨

袭来的非教学任务让不少教师

身累，心更累，以至于有教师感

慨，“都快没时间教书了。”这其

中， 既有必要的非教学任务必

须由教师完成， 也存在部分非

必要的教学任务给教师带来了

“额外负担 ”（《中国青年报 》

4

月

15

日）。

一直以来， 人们经常谈论

学生减负的话题。事实上，教师

同样存在负担过重的问题。 此

前有媒体报道，近三年来，杭州

某区教育局内各种和教育无关

的临时任务多达

188

件。 杭州

某知名公办小学一学期曾接待

过

50

个访问团，最多时一天接

待

3

个团，“负责接待的老师简

直忙到怀疑人生。 ”

时下， 不少地方诸如脱贫

攻坚、 扫黑除恶、 征地拆迁等

与教育事业无关的工作， 都要

学校参与其中。 此外， 各类督

导评估、 达标验收、 检查评比

层出不穷， 让学校和老师们不

堪重负。

过多过滥的非教学任务 ，

牵涉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 使其很难静下心来研究教

学。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

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些教师“真

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

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

1/4

，剩下的

3/4

是更为耗时耗

力的非教学任务”。老师的本职

工作就是教书育人， 陷于各种

非教学任务难以自拔， 到头来

很可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

家的田”，不利于教育事业和人

才培养。 再者， 老师的工作任

务， 相当一部分又会分解给学

生和家长，比如，点赞、投票、征

文，下载

APP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一

方面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教

育工作的特殊性缺乏正确认

识， 在安排部署工作时没有考

虑到学校教学为主的实际情

况， 而是将其等同于一般的事

业单位， 全局性任务一样不能

少； 另一方面， 也有形式主义

思维作祟。 有的部门在开展工

作时， 往往将学生作为凸显政

绩的工具， 凡事都想从娃娃抓

起， 都要搞小手拉大手， 似乎

不这样做就不足以体现重视。

当然， 我们不是要求学生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些必要

的非教学任务和进校园活动，

既有助于锻炼教师的综合能

力， 也有利于学生开拓眼界 。

但是 ， 学校绝不能成为一个

“筐 ”， 啥都往里装 。 在

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明确提出， 教育

部将专门出台中小学教师 “减

负 ” 政策 ，

2019

年要把为教

师 “减负 ” 作为一件大事来

抓。 给教师减负， 当务之急是

通过顶层设计建立 “负面清

单”， 厘清非教育事务进校园

的红线， 同时赋予教育部门和

学校说不的权利。 只有减去与

教书育人无关的任务， 才能让

广大教师心无旁骛 ， 聚焦主

业， 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

◎

张淳艺 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