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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兴岛郊野公园作为全
市唯一具备“海岛型远郊生态涵养
系统“以及上海首批荣获全域旅游
特色示范区称号的国家AAAA级旅
游景区，在开园五周年之际，为了
带给游客更好地游览体验，自2021
年初便启动园区景观、设施提质升
级工作，在国庆节期间，该公园推
出多项全新活动，引爆假期旅游市
场。

坐落于园区花溪湖畔的全新
游客服务与艺术展演中心，历经近
九个月时间建设，已于近期顺利落
成。此项目占地约 7 亩，外部设计
由起伏的屋面轮廓与花溪湖景相

互映衬，营造一派中式山水画卷意
境。内部设计运用大量抽象几何
线条与通透明亮的落地巨幕玻璃
结合，带给游客极致艺术美感。屋
顶瓦片采用环保且美观的瓦式光
伏发电技术总计铺设1万余片光伏
发电瓦，铺设面积是目前已知落成
建筑里最大的，是一幢“节能型”建
筑。据悉，湖景咖啡吧、特色文创
商品店等项目在国庆期间正式营
业。

去年一经推出便深受游客好
评喜爱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
于今年国庆期间再度强势回归，作
为多次登上热门综艺节目的露营
目的地，长兴岛郊野公园首次开放
夜游，利用花溪湖景打造绚烂灯光

秀，与早安精致露营和迪卡侬运动
露营两大主题一起打造升级版嘉
年华活动。活动主打印第安系列
和布朗熊联名系列，推出文创市
集、精酿啤酒市集、露营小食市集、
野生厨房市集、露天电影派对、露
天音乐派对等多项创意新活动，
并提供全套“路亚”装备供游客
使用。

同时，园区还推出梅园、百果
园以及长兴岛博物馆的主题亲子
套票，让游客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
也能寓教于乐，园区内的卫智马术
俱乐部、卡丁车俱乐部、前小桔创
意农场、莲趣园也加入露营嘉年
华，游客可以在林下瑜伽、草地蹦
迪，还可以带着宠物一起参加宠物

派对，一起感受运动和自然的相映
成趣，让露营生活丰富且充实。

上海长兴岛作为上海柑橘种
植的发源地，前卫蜜橘已在岛上深
耕60余年，不仅在长三角地区销量
保持领先，还常年远销海外。今年
前卫蜜橘长势尤为喜人，位于上海
长兴岛郊野公园1号门的蜜橘采摘
园提前开放，国庆期间游客可入园
赏橘、采橘、品橘，在橘香里欢度国
庆假期。

此外，上海市首个网红高速服
务区以及上海地区重要的交通配
套服务项目——长兴岛服务区，作
为毗邻园区的交通枢纽，目前也以
全新面貌开放。

●我老家在山东高密的农村。我爸是民办教师，虽然收入很低，但

比种地要强一点，地位也高一点。我们家兄妹四个，我是老二，我爸很重视

我们的学习，从小就教育我们好好读书，说得也很实际，你们要想过城里人

的好日子，就把心思都花在读书上，现在苦，将来甜。我们都很争气，除了

小妹读的是大专外，我们三个都是本科毕业，我们家一直是乡亲们羡慕议

论的话题。

我们山东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全国属于很高的，这大家都知道的，竞

争特别激烈，我能够被华师大录取，可想而知我的学习成绩了！从小学到

中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级和学校的骄傲。所以，尽管我是农民的后

代，家里也很贫穷，但是我骨子里很傲很清高的！我一直觉得，我的前途是

光明的，我以后的事业和生活会很好很好！

我们班只有两个女生来自农村，其余的都是城市、县镇长大的，他们的

父母最差的是有固定收入的工人，别的就是公务员、教师的孩子，家庭背景

的光辉照着她们，她们的优越感很是强烈，这是老天给她们的“厚爱”，是命

啊！她们衣着光鲜，有手机有电脑，花起钱来不用犹豫，和她们在一起，显

出了我的寒酸和贫穷。有一段日子我特别失落，情绪特别沮丧……好在我

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好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不要埋怨命运的不

公，父母不能选择，能选择的是人生的道路，像我这样没有背景没有后台的

人，唯有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我振作精神，发奋学习，还参加勤工俭学，为自己赚生活费。别的女孩

子逛街、谈恋爱，我的业余时间不是在图书馆读书就是去打工赚钱，我觉得

这样也很充实很有成就感。我的努力也有了回报，大学几年，生活费基本

都是自己赚的，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以前在山

东时，我的英语很一般，尤其是发音，带着山东乡音，大学期间，我发奋攻克

英语，在大四时通过了六级考。

我的努力换来了周围人对我的尊重，我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回了尊严和

自信。

大学毕业，我很幸运地被某大公司录用。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把精力和心思都投入到工作上，我的上司赞赏我

的工作能力和对公司的忠诚度，两年后，就把我从一般员工升为部门主管。

这个时候，我已经27岁了。27岁的我，感情生活还是一张白纸。

●那次同学会，基本上都来了，大家相互介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

状，呵呵！女生中，我的事业算是不错的，但我也是“硕果仅存”的单身女

子！

同学们就嚷嚷着要给我介绍对象，我大大方方地说了我的择偶要求。

张毅就是通过同学牵线认识的。张毅是上海人，比我大两岁，科大毕

业的，在张江从事 IT业。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很有“眼缘”，张毅和我理想

中的爱人形象很相符，我在心里惊呼：老天！我要找的就是他！难得而幸

运的是，张毅对我也有好感。

我属于相貌端庄但疏于打理的女子，以前没有时间和钞票，现在不同

了，我懂得了容颜对一个女子的重要性，也有那个条件讲究了。另外，我在

上海读书工作这么多年，农村的泥土气息早就褪去，我的气质，我的言谈举

止，已经完全都市化了。

我们开始了热恋。

有了张毅，我感觉生活更加美好了！我憧憬着未来：在市区买一套大

房子，然后结婚，生儿育女……

我住的是租来的一室一厅，我们山东人都很勤快能干，这么小的房子

被我收拾得既干净又有情调，考虑到我们将来要供房，另外，我父母都在农

村，弟妹还在读书，我每个月都要寄钱给家里，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和责

任。再加上我与生俱来的勤俭节约情怀，我跟张毅说，以后就上我这约会

吧！我做饭做点心，既干净又省钱。

这小房子承载和见证了我的爱情！

我从小就跟着姥姥学做饭，我姥姥的能干是村里出了名的，就说她包

的饺子吧，同样的材料，经她的手这么一弄，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般！即便

是素馅，也特别鲜美，姥姥把这一手传给了我。我包的饺子，基本上达到了

姥姥的水平，皮薄馅大，样子也好看，张毅特别爱吃，还一直夸我，你的水平

超过饭店师傅了！我听了高兴，说，我会给你包一辈子的饺子，让你吃个

够！我感觉为自己心爱的人劳作是很幸福的事。我还跟张毅说，有的小夫

妻为做家务事吵架，男的嫌女的不能干，女的怨男的不体贴，我们成家了，

我不会让家务事分你的心，男人应该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女人多承担家务

事在我看来天经地义。张毅听了很高兴，说，你属于非常难得的贤妻良母

型的好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不过，我不会让你过得那么辛苦，我们

可以雇佣保姆啊！男人应该给自己喜欢的女人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

初恋是幸福的，几个月后，我们就有了肌肤相亲的接触……

二十七岁的女孩，在我们老家是不得了的老姑娘了，父母每次来电话

都会问我婚姻的事，听说我找了一个上海人，他们的态度是，要是人好，你

也喜欢，就别拖了，早点结婚吧！

国庆长假就要到了，我对张毅说，我想回家看看父母，你陪我一道去

吧，见了我的父母，接下来，我去你们家见你的父母。

张毅迟疑了几秒钟说，见我父母，先缓一缓吧！我还没告诉我父母我

们的事呢！我吃惊地问，我们都好到这一步了，你为什么不说呢？他犹豫

了一下说，你不要急啊，听我解释呀，我妈妈一直希望我找上海女孩，我担

心她不同意。我说，我们是真心相爱，这是最重要的，你应

该告诉你妈妈，说服你妈妈啊！张毅见我生气，赶紧说：不

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和你一起去山东见你父母。我会说

服他们的。

●我们在山东呆了四天，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

过来见了张毅，大家对张毅的感觉不错，说他一看就是个

文化人，城市人。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张毅这次上门就算

是定亲了，我父母请了厨师，像模像样地在院子里办了四

桌酒。亲戚朋友，邻舍们都知道：“美娟嫁了个上海人！”

我们家因为供养四个孩子读书，又没人经商、当官，所

以在村里属于贫困户，父母住的房子，包括屋子里家具，都

很陈旧，尽管之前我对张毅毫无保留地描述过我家的状

况，但是我还是感觉到身临其境的张毅所流露出的惊讶、

不习惯……

在返回上海的路上，我对张毅说，我和你的生长环境、

家庭背景大相径庭，这是老天的安排。子不嫌母丑，好儿

女不嫌家贫。尽管我父母很穷，但是我很尊重很爱戴他

们，以他们的力量培养四个大学生实在太不容易了！我能

有现在的生活和地位全靠他们啊，以后，我会尽自己的力

量，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当时他的态度是，我理解你。

我盯着张毅要去见他的父母，几天后，终于获得“恩

准”，可以上门了。

我拎了一千多元的礼物来到张家。

我还没有向你介绍过张毅的父母吧？他的父母都是

中学老师，他爸爸还是副校长，他妈妈是数学老师，市重点

中学的数学老师。呵呵！听起来蛮光鲜的人家。

张家在虹口某小区，他们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装潢

和家具都很高档和精致，与我父母的家相比，简直就是天

壤之别了。

张毅的爸爸一看就是领导，有那个范儿，他妈妈给我

的感觉是傲慢和强势，那种高人一等的傲慢。

第一次上门，张毅的父母反应很平淡，我这个人很敏

感，立刻就想到张毅说的，他父母希望他找个上海籍的女

朋友，当时我心里就闪过了不祥的预感，但是我还是自我

安慰：我现在也是新上海人了呀！而且属于很优秀的新上

海人，老天让我出生在外地农村，我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成

为上海人的，她们不过是运道好，我完全强过她们的。我

必须这样做“阿Q”，否则……

我不亢不卑地坐在张毅父母的对面，接受“面试”。

他妈妈用那种傲慢的口气问我什么大学毕业？学的

是什么专业？现在在哪个单位上班？具体做什么工

作？……然后说：我们小毅说你爸爸也是老师？你爸爸什

么学历？教什么的？我说，我爸爸是乡村语文教师，高中

学历。他妈妈接口：高中学历怎么有资格做老师？……这

样的话我听了很不舒服，张毅在旁边帮我回答：她爸爸是

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水平很高的，他教的学生中考分数

都很高，素质也蛮好的，他爸爸是优秀教师呢！我看见一

丝不屑掠过她妈妈的脸，那嘴角还往上撇了撇。停了停又

问：你家兄弟姐妹几个？我看见张毅朝我使眼色，我不知

道什么意思？就实话实说，四个。他父母表情怪异地对视

了一下，还是他妈妈说，不得了！生这么多的孩子。你爸

爸既然是有文化的老师，应该知道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知道优生优育啊！这话说得不错，但是在我听来就有一种

被羞辱的感觉。我又气恼又尴尬地低下了头。

他们家的保姆烧好了饭菜，他爸爸招呼，吃饭吧！他

妈妈说，我们家讲究健康饮食，吃素为主。

我是农村出来的，在我的记忆里，家里要是来了比较

重要的客人，哪怕是借钱，也得买条鱼、割斤把肉，像模像

样地烧几个菜，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重视。那天张家

的饭桌上是四菜一汤：卷心菜、芹菜豆腐干、拌黄瓜、青

椒土豆丝，番茄蛋汤。唯一的荤，就是汤里的蛋花了。

这样的规格，他妈妈可以美其名曰：健康饮食，在我们

老家，就是怠慢了。

第一次上门，张家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出对我的

漠视。我内心很委屈很纠结，但我极力掩饰，我知道，

假如我流露出不满，更会被他父母轻看。

吃完饭，我借口有事告辞，张毅的父母连一句客气

的挽留话也没有，也不说：下次再来什么的，而是很冷

漠地说，那就早点走吧！

●张毅送我，在路上，一肚子的委屈和羞辱发酵

成泪水，止也止不住，张毅说，你干什么啊？这句话点

燃了我的怒火！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啊，更不

要说对张毅了！我也不顾周围那么多的来往行人，冲

着张毅叫：早知道是这样的，还不如不去你们家！他们

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张毅很惊讶很无措地愣怔了几秒

钟，迅速做出反应，紧紧拥着我说，不要在马路上说好

不好，我们回家吧！

他说的那个家就是我租的小屋。

他拦了辆出租车，到了家，我扑在床上嚎啕大哭！

张毅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等我哭完了，他说：你也是的，

我妈妈问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的时候，我跟你使眼

色，你怎么不懂啊？干吗要说四个啊？你这样一说我

妈妈当然……我打断他，用吵架的口吻说：那我说一

个？两个？我干吗要撒谎？你妈妈有什么权利羞辱我

爸爸？！张毅见我发威，解释说：我们两人好是我们两

个人的事，我觉得没有必要和我妈妈说那么多、说那么

清楚啊。你知道，我妈妈很有成见的。我接口：我要是

说一个、两个，以后我们结婚她知道真相了，那还了

得？得说我是骗子了！张毅底气不足地说：这你是多

想了。

初次见面，他父母给我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影响，我

当时还想，张毅是张毅，他父母是他父母，我们俩好是

最主要的，我犯不着生他们的气。以后我们结婚绝不

和他们住在一起。

可是，哪里还有以后结婚的事呢？

长话短说吧！张毅的父母旗帜鲜明地要儿子和我

断绝关系。他们很实际，就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我家

经济条件差，兄弟姐妹多，我家是个无底洞，说要是娶

了我，张家就被套牢了。张毅一开始很坚持，说我很优

秀，各方面都很好，经济收入也不错，说要是我们结婚，

包括按揭买房什么的，不会给他们添麻烦。他妈妈说，

我们就你一个儿子，我们的财产早晚都是你的，但是我

们希望这些财产永远姓张。据张毅说，他当时说，那你

们把钱捐给希望工程好了，我不要。我相信张毅曾经

坚持着想保住我们的爱情，他妈妈是多有能耐的人？

见这招不行，就换成狠招，先是断绝关系，再是以死相

威胁。

张毅是个孝子，一个“孝”字，高过了我们的爱情。

我心痛到了极点！我很爱他，他是我的初恋啊！

可是我很自尊，我没有乞求，没有哀怨，我忍住泪说：我

尊重你，祝福你……

我后来听说，上海人家大都不愿意自己家的儿子

去娶外地籍的媳妇，别说条件优越的人家了，就是家境

一般的普通人家，也很“排外”。三十一岁那年，我结婚

了，对方也是我们山东人，是大学的老师……

素有鱼米之乡浦南粮仓之称的奉贤区庄行镇，今年种植的31471亩优质水稻又喜获丰收，其中已经收割的3197
亩国庆稻，亩产达450多公斤，而且米质口感均优于往年，上市后深受市民青睐，杨溇村谷满香合作社、新叶村群超
合作社生产的绿色生态米，在线上线下销售更是火旺。图为庄行镇浦秀村村民在庆丰收，舞龙灯，颂党恩。

王英 摄影报道

 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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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事件众议⇨⇨⇨

什 么 是“ 绿 通 ”？ 所 谓“ 绿
通”，其实就是指政府对鲜活农产
品的运输设置“绿色通道”。高速
部门对于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
辆，实行“不扣车、不卸车、不付
款”和减免通行费的优惠政策。
政府实施“绿通”，既保障了农产
品的鲜活，也能通过减免通行费，
一举多赢。

“绿通”政策降低了鲜活农产
品物流成本，提高了物流运输业收
益，保障了城市鲜活农产品市场供
应，是极大的利好和双赢。由此可
见，“绿通”的受益者不只是运输司
机、负责生产的农民，还包括所有
消费者，所以，它是一项惠农利民
的好政策，我们就应认真执行。

可是，有些高速收费站的查
验太过苛刻，甚至有刁难的嫌疑：
比如，曾有司机运输的白菜带着

叶子，叶子蔫了不新鲜，被冠以
“非新鲜蔬菜”，拒绝享受“绿通”；
还有一位货车司机运苹果，因为
车身蒙盖了篷布，不能享受“绿
通”，收费员的理由是“货物不能
与新鲜农产品同装”。更有甚者，
南京一家收费站，因车主的莴笋
去掉叶子，说是深加工，而不能享
受国家“绿通”政策。

近日的生吃带鱼这一案例再
次表明，鲜活农产品运输车免费
通行这一惠民政策，实际执行情
况与货运司机的想象，与公众的
期待，都有一定差距。

什么样的鲜活农产品能享受
“绿通”？国家有专门的目录——
《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高速部
门可以对照审核。至于鱼类这一
项，《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中是
这样描述的——活的，新鲜的。

现在看来，这一定义在具体
执行时，可能会出现偏差。“活的”
好认定，但“新鲜的”就可能存在

不同理解，全靠高速工作人员拿
捏，这也就出现了“鱼是否新鲜”
的争执。。如果没有明确的认定
标准来约束收费员的行为，某些
收费员就会按照利己思维去认
定，货运司机就可能倒霉要付费。

查验鱼的鲜活度，逼着车主
“吃鱼”以示新鲜，咋看都有吹毛
求疵之感。我们不明白的是：大
多数的高速都属于国有企业，在
执行国家的“绿通”政策时，为何
故意刁难且那么小气呢？虽然这
一次让车主通过了，但其他运输
鱼的车主呢？其他的收费站呢？
能否顺利享受“绿通”？所以，我
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要想确保每一辆合规的鲜活
农产品运输车辆免费顺利通行，
既不能靠舆论曝光后纠错，也不
能靠司机“吃鱼证鲜”，而应制定
详细科学的认定标准，然后对高
速站收费员加强培训，统一认识
和理解。

能否别再靠“吃鱼证鲜”来获得免费通行？
【事件回放】 9月26日，一条“鱼不新鲜不让免费过收费站，司机气得当

场吃了半条鱼”才让过的视频，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涉事浙江温州甬台

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办公室郑女士表示，25日已接到了当事司机的反映，

未收费已让其通过，其他情况正在调查中。

【微博热帖】

@黄齐超：现场生吃带鱼，味
道既咸又腥，而且还很不卫生，但
为了免费通过收费站，即使鱼再难

吃再不卫生也得吃，司机大概没有
其他选择。虽然最后“领导出面说
完全可以免的”，但领导不可能每
天24小时都在高速收费站现场出
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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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点】

第一次上门，张家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出对我的漠

视。我内心很委屈很纠结，但我极力掩饰，我知道，假

如我流露出不满，更会被他父母轻看。吃完饭，我借口

有事告辞，张毅的父母连一句客气的挽留话也没有。

口述/美娟 文字整理/许晓铭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被称为“龙”的世界最大
巨蜥首次亮相上海

科摩多巨蜥（又名科摩多龙），
是现存陆地上体型最大的蜥蜴。9
月 29 日，一对体长约 1.5 米的科摩
多巨蜥首次亮相上海动物园两爬
馆，这也是科摩多巨蜥首次在上海
展出，国庆期间来参观的游客将有
幸与这对自然界的顶尖捕食者面
对面。“十一”假期，期待沪上掀起
观“龙”热潮。今后，展区还将推出
科普讲解栏目，让游客在参观的同
时，更生动直观地了解科摩多巨蜥
这一神奇的物种。

上海集中启动两个“1000亿”
重大旅游投资项目

在近日举行的上海旅游投资
促进大会上，集中启动了上海“十
四五”重大旅游项目 30 个、总投资
1132亿元(人民币，下同)，发布上海
旅游招商项目 24 个、预计投资额
1150 亿元。据了解，“十四五”期
间，上海将大力实施旅游“倍增计
划”和“高峰工程”，全面深化世界
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至2025年，上
海旅游收入将达到7000亿元，千万
级流量旅游入口达到 6 个、世界级
旅游度假区达到 3 个、旅游休闲区
(街)达到20个、AAAAA旅游景区达
到 6 个。上海将大力推进黄浦江

“世界会客厅”、苏州河“城市文化
生活休闲带”、“五个新城”文旅赋
能工程和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佘
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滨海旅游区
提升等一批重大旅游工程。

上海打造“数字健康城区”
造福新城民众

“新城建设”是上海市委、市政
府“十四五”优化市域空间结构的
重大战略决策。青浦新城是上海

“五个新城”之一。上海市卫生规
划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上海
医大医院近日正式投入使用，将打
造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服务全
国的医疗服务聚集平台。与此同
时，该院将加入到由上海市卫健委
发起的“数字健康城区”项目之中，
打通民众与优质医疗资源的“最后
一公里”，打造“全域、全病、全程

“的新型分级诊疗体系。

上海已投放超7000万
“食安封签”

从近日举行的“推广食安封
签，守护外卖安全”——2021年“食
安封签”宣传推广活动中获悉，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9月，全市范
围内“外卖餐厅 100%使用‘食安封
签’的示范商圈或街区”共 146 个；
全市“所有门店 100%使用‘食安封
签’的总部公司”共 20家；投放“食
安封签”数量(不包括商户自行投放
的封签)达到7540余万张。

上海向全球发布一万四千
多个高层次人才岗位

近日举行的 2021 海聚英才创
新创业峰会启动仪式上，上海市相
关部门发布海聚英才“千企万岗”
高层次人才需求岗位目录、“揭榜
挂帅”攻关项目目录等引才需求，
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聚上海，创
未来”。据介绍，海聚英才“千企万
岗”高层次人才需求岗位目录涵盖
2944 家用人单位、14122 个高层次
人才岗位，其中年薪逾百万的岗位
超200个、60万以上的岗位近千个、
30万以上的岗位超2000个，覆盖金
融、高端制造、教育卫生、生物医
药、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

■关注⇨⇨⇨
他为“节能神器”
打造最强“大脑”

工业电机耗电量非常大，
占整个社会用电量的 60%。相
比普通工业电机，用稀土永磁
做的永磁电机可节省电量约
20%，被业内誉为“节能神器”。

控制器是稀土永磁电机的
“大脑”，包头长安永磁电机有
限公司开发部电机控制技术
员、工程师孙建国就是研制“大
脑”的人。

进企业不久，孙建国就开
发出以美国微芯科技公司(Mi⁃
crochip)DSPIC单片机为核心主
控芯片的新一代无刷电机驱动
器。没过多久，孙建国又带领
团队成员开发并完成了多款高
速电机控制器及通用控制器。

20 年来，他研发的稀土永
磁无刷高速电机控制器、高效
低噪音水下推进装置控制系
统、船舶电力推进控制系统等
产品解决了大量技术难题，累
计实现经济效益千余万元。

“‘佛媛’、‘病媛’，‘媛媛’不断，
绝不容其大行其道。‘不以规矩，不
能成方圆’。无论什么媛，都应该遵
守法律，尊重公序良俗，都应该葆有
基本的是非底线。如果为了在平台
上走红而剑走偏锋，这样的流量是
毒流量，这样的人越红就越有危
害。要对虚假人设说不，对借机营
销说不，更要对那些长歪了心思的
敛财行为说不！”秦川评论“病媛”粉

墨登场：值得警惕！

“假慈善行为正在不断地消费
大众的同情心，这是危害更大的一
方面。当越来越多的假慈善出现，
并且被曝光拆穿。大众就会逐渐失
去一开始的热情与关注，甚至对此
起来提防之心，当面对下次真正有
效有意义的慈善活动的号召之时，
被消耗殆尽的同情心与热情恐怕就

难以再生效。这何尝不是对于社会
慈善行为的严重打击。”：练维隆评
论假慈善真炒作：岂能肆意消费同
情心

“商品广告包装成民警提示，不
仅侵害了公共利益，更是触犯了法
律底线。《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
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

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该
事件中，商家私自印发民警的照片
和信息，违反了‘人民警察的证件为
人民警察专用’的法律规定，触犯法
律条款，理应受到惩罚。因此，相关
部门应该加大管理力度，严厉打击
此类广告，正确引导群众，防止此类
商业广告泛滥。”凌瑗评论商业广告
包装成民警提示：既误导群众又触
犯法律

■热议⇨⇨⇨

自尊自爱，活得精彩

上海长兴岛旅游“升级”吸引国庆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