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是野城市的脸袁市民的眼冶袁其中饱
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袁 承载着居民对
本地文化的认同遥 洋地名入侵袁 看起来很
野潮冶袁实则东施效颦袁经不起推敲遥 有媒体
曾随机选取全国 12座城市 240个小区袁发
现 1/5的小区在命名的时候袁 都含有外国
的信息遥 明明是中国的建筑袁与异域风情毫
不相干袁却硬要冠上什么加州水岸尧普罗旺
斯等洋名袁用意何在呢钥 其实洋名风气大部
分是从小区而起袁一提到浪漫袁言必称野巴
黎冶袁想宣称时尚袁就缀上野纽约冶袁甚至建筑
本身也大搞欧美风袁 才能让自己看起来高
端大气上档次遥 应该说袁这里面存在商业炒
作的成分袁但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袁可借
鉴可使用的元素更多袁 一些开发商滥用洋
地名袁实则是缺乏文化自信袁价值观混乱的
表现遥

除此之外袁 还有一些取地名的方式值
得反思遥 比如地名雷同尧缺乏特色袁很多城
市都有解放路尧人民路尧花园路袁甚至用一
二三四这样的数字简单命名遥 这样的方式
也许便于管理袁但未免有些千篇一律遥 相形
之下袁许多保有历史含义的命名袁譬如北京
的王府井尧 南京的乌衣巷尧 重庆的打铜街
等袁不仅识别度高袁也别有韵味遥 还有就是袁
一些地方存在随意改名的现象袁 特别是随
着行政区域的调整袁为了表示是新地名袁或
者为了扩大影响袁故意将专名更换遥 有统计
称袁近 30年时间里大约 6万个乡镇名字和
40万个村名被弃用遥这样的方式袁对个人和
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袁 等到以后
想要恢复古地名袁 大众往往又不知其所以
然了遥 其反映的是袁一些地方没有意识到地名是历史的宝
贵遗产袁从内心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体认遥

地名并非一个枯燥的名称袁而是代表了一定的时间和
空间刻度袁存在历史尧文化尧社会尧民族等多方面的意义遥随
手举例袁提起荆州袁人们会想起三国故事曰谈及西安案板
街袁就让人梦回唐朝曰说起绍兴袁人们马上指出是鲁迅故
乡遥这说明袁地名从来不是空荡荡的概念袁它和当地气候风
俗尧经济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遥 其最主要的功能之
一袁就是让人们有了身份认同袁当我们问起野你是哪里人冶袁
不仅是在询问地域籍贯袁更是询问一种情感归属遥 现在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袁人口流动性增强袁地域归属感看似削弱
了袁然而对家乡有认同感的人袁依然会大大方方展示自己
的籍贯遥这正是文化基因的力量遥从维系市县乡村的感情袁
到建立对某省人的认同袁到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袁这其中
蕴含着强大的凝聚力尧向心力遥

文化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的灵魂遥古往今来袁世界各
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
神文化的深刻影响遥具体在地名上袁也要继承好尧发展好自
身文化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尧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遥我国
早在 1986年就颁布了叶地名管理条例曳袁并明确规定野不以
外国人名尧地名命名我国地名冶袁近年来袁很多地方逐渐开
始建立地方管理规章制度体系袁清理整治居民区尧街巷等
地名中存在的野大尧洋尧怪尧重冶等不规范地名遥可以说袁越来
越多人正在认识到保护地名文化的重要性遥 接下来袁应在
法律法规和部门联动层面上持续探索袁推动建立提前介入
机制和严格审验制度袁多向专家要看法袁多向百姓要意见袁
争取一个地名不仅望得见山尧看得见水袁还要让人记得住
乡愁尧挂得住乡情遥 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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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欢拿安徽的小岗
村和江苏的华西村做比较袁说
明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遥
小岗村包产到户以后袁 经济一
直没有长足的发展袁 而华西村
依靠集体力量迅速发展起来遥
我认为这种比较有些过于简
单遥在中国农村地区袁像小岗村
那样通过农民家庭经营解决了
温饱问题的村庄比比皆是袁但
是袁 像华西村那样通过集体致
富的村庄却是凤毛麟角遥 别说
地处皖北的小岗村袁 即使在长
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许多
农村袁 也并没有像华西村那样
发展起来遥 所以将小岗村与华
西村对比袁 是缺乏说服力的遥

集体经济不仅给农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袁 同时也强化
了村级组织的权威袁 对于维护
村庄的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袁 一些
村级组织不仅显示了应有的能
力袁 也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袁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袁
村级组织开展工作也比较容易
得到村民的响应遥 因为村庄集
体的事务有人关心操心袁 所以
村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气也
会显得比较友好和和谐遥

尽管发展集体经济可以带
来如此多的好处袁 但是发展集
体经济的困难也很多袁 不少村
庄并不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
力遥 发展集体经济需要特定的
区位尧资源和人才遥区位优势在
发展集体经济中有重要作用袁
一些城郊村在城市扩张中成为
城中村袁 良好的区位优势使这
些村庄集体可以持有地产袁比
如门面房或市场袁 获得稳定收
入遥此外袁开发区周边的村庄也
可以借助开发区的优势发展乡
村工业遥

村庄特有的资源也有助于
发展集体经济袁比如矿产资源尧
旅游资源等等袁 都便于村庄或
者将资源租赁给外来经营者获
取稳定收入袁 或者创办集体企
业遥 比这两个因素都更重要的
是人才遥 发展集体经济对人才
的要求比较高袁 这些人才不仅
要懂经营尧会管理袁而且要有很
强的公德心袁愿意为村民服务遥
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和优势的村
庄并不多袁那些缺少人才尧缺少
资源或没有区位优势的村庄袁
发展集体经济会面临实际的困
难遥

随着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高
度重视袁 乡村对集体经济的依

赖也在减弱遥 过去依靠集体经
济提供公共服务袁 现在国家已
经成为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主
体袁农村的供水尧道路等基础设
施已经完全由国家财政覆盖袁
教育尧 医疗也主要由公共财政
来保障袁 村里的贫困户和鳏寡
孤独有国家的社会保障遥 随着
国家对农村投入的增加袁 一些
地方即使没有集体经济袁 农村
也可以得到必要的公共服务遥
当然袁 相较没有集体经济的村
庄袁 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可以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袁但是袁集
体经济已经不是提供村庄公共
服务的必要条件遥

随着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
完善和基层党建的深入袁 乡村
的社会秩序也开始更多依靠法
治和制度建设袁 而不是依靠村
级组织的权威遥 集体经济给村
民带来了好处袁 所以村民会尊
重村级组织的各项决定袁 但是
在当今农村袁 高度的流动性导
致了许多村民可能经常外出袁
与村集体的关系没有过去那么
紧密遥更重要的是袁在一个现代
化的村庄中袁 社会秩序的维持
不能仅仅依靠集体经济的带
动袁 而更需要民主法治的扎实
建设遥

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崛
起袁 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
世界各地的产品袁 海淘已然成
为一种新型购物方式遥 小到衣
服尧鞋子袁大到家用电器袁都出
现在人们的海淘购物车中遥 近
年来袁国内看病难的现状袁又令
国内消费者盯上了海淘药遥 各
种海淘药通过代购等方式在国
内市场走俏袁成为野网红冶遥

与普通商品不同袁 药品有
其特殊性遥一度热销的野日本面
包超人系列止咳水冶 是日本的
非处方药袁 然而其成分表中显
示含有野可待因冶遥在中国袁含有
野可待因冶的药品被规定为处方
药袁 且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使
用遥由此可见袁即使是国外的非
处方药袁 也不是消费者可以随
意购买和使用的遥 消费者购买
非处方药袁 应以经过国内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认证为标准袁而
非简单地以是否标有野OTC冶
为准遥

事实上袁 网红海淘药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袁 因为其大多未
经国家海关和质检部门的检
查袁无法保证其安全性遥轻则无
疗效袁 例如以保健食品代替药
品曰重则可能加重病情袁例如此
前据媒体曝出袁 某福建市民因
使用日本某品牌眼药水而患上

角膜溃疡遥然而袁尽管近年来涉
及海淘药品安全问题的事件时
有发生袁 但是盲目迷信网红海
淘药的人仍不在少数遥

海淘平台销售海淘药袁是
否负有法律责任钥 中咨律师事
务所一级合伙人彭亚峰表示袁
根据叶药品管理法曳规定袁未经
批准进口的药品均视为假药袁
而生产尧 销售假药则需负刑事
责任遥 从叶电子商务法曳目前的
草案来看袁 明确规定了电子商
务中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袁 只是
尚未明确平台到底是负有连带
责任袁还是补充责任遥

海淘平台方面袁 不管是负
有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袁都
应加强对海淘药品的监督管
理袁 禁止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
药品遥彭亚峰律师介绍袁通过海
淘平台购买海淘药导致个人权
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袁 可以向
有关部门进行投诉袁 要求海淘
平台赔偿遥 而经由朋友圈购入
海淘药的消费者袁 由于朋友圈
的社交属性袁 维权之路则更加
难走遥

消费者个人也要对自己
的身体负责遥 作为消费者袁首
先应明白对症下药和因人而
异的道理遥 其次袁应更加理性
看待海淘药袁 不应盲目相信

野外国的月亮冶遥 一旦生病袁不
应讳疾忌医袁更不能自行诊断
随意用药袁这是对自己身体的
不负责遥 即使是小感冒袁也要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经过安全
检查的药品袁切忌购买个人代
购的海淘药品遥 大部分的消费
者由于语言障碍袁并不清楚药
品的成分和使用剂量袁在服用
时容易选错药品或使用过量袁
危害身体健康遥

网红海淘药还敢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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