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双11”的“主会场”，
天猫再次刷新了销售纪录：21
秒破10亿，比去年再快7秒；2分
05秒破百亿，比去年快了近一
分钟；4分20秒破191亿，超越
2012年全天成交额；仅用1小时
16分37秒，成交总额突破912亿
元，已超过2015年“双11”全天
成交额；用1小时47分26秒，成
交总额即突破千亿大关，比去
年快了7个多小时。

今年来，由于某电商平台
假货、山寨货丛生却受到广大
四五线城镇消费者的欢迎，以
及方便面销量止跌回升，不少
人就此给出了我国正处于消费
降级状态的结论。所以，在“双
11”前夕，有不少人对今年“双
11”不抱乐观态度，认为很难超
过去年的销售额。

但是，今年的“双11”与过去

九年的“双11”一样，仍然呈现出
一种火爆的消费景象，一个又一
个交易纪录被打破。这直接向全
世界展现出了中国巨大的消费
能力，释放和挖掘出了庞大的内
需潜能，凸显出了作为三驾马车
之一的消费在经济转型升级过
程中的关键作用。

更重要的是，今年的“双11”
销售额不断刷新纪录以及十年

“双11”的发展历程，实质上见证
了当代中国的消费升级，是以最
有说服力的数据打脸消费降级
论。因为通过对消费者“双11”的
购物品类和商品产地、来源地分
析不难发现，买便宜货、贪图便
宜不再是消费者的唯一追求，消
费者的购物品类正呈现出多元
化趋向，高端消费、品质消费与
个性化消费已成为新消费时代
势不可当的潮流，显示出了消费

升级的需求和方向。
十年“双11”，除了交易额

不断攀升之外，消费品类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服饰鞋包虽然
一直是消费者花费最多的大类
目，但近五年来，服饰鞋包类的
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医药健康、
家装家饰、美容护理、书籍音像
和3C数码成为增速最快的五
大类目，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枸
杞在“双11”卖疯了。根据阿里
健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

“双11”，开场仅30分钟，天猫医
美平台成交额超去年全天；1小
时4分，包括体检、医美、口腔在
内的医疗服务已超去年“双11”
全天；9小时52分，天猫医药成
交额超2017年“双11”全天。这
充分表明我国大众消费进入了
品质化的新阶段，消费者已经
把更多目光投向了健康、家装、

文化消费等与生活品质密切关
联的消费领域。而且，即便是在
服饰鞋包类，原创品牌越来越
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再者，从“双11”消费品的
产地、来源地来看，早不再局限
于国内的商品，更不是一些人
认定的都在疯买便宜货、山寨
货，而是价格不菲的进口货占
比越来越高。西班牙的猪、法国
的黄油等外国土特产，成为“双
11”购物狂欢节的一部分。据了
解，西班牙火腿在中国销量的
快速增长，已经惹得西班牙人
抱怨他们的火腿不够吃了。

可以说，“双11”就是中国
经济的一张试纸，既测试出了
中国的消费潜力，也测试出了
中国消费的发展方向，进而倒
逼供给端转型升级，顺应消费
升级趋势。

“双11”创纪录见证中国消费升级

生命教育，

缺失的迟早得补上

旁观遗体告别和火化，参
观骨灰寄存室……近日，山东
大学数十名学生来到济南市莲
花山殡仪馆，参观了整个殡葬
流程，这是该校“死亡教育课”
的重要一环。

任课老师王云岭说：“虽然
课程名叫死亡教育，但实际上也
是一种生命教育。让学生认识到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再反过来
对事业、人生、社会有更丰富成
熟的认知，在更大意义上促进学
生的成长。”有人则担心这样的
课程是不是太前卫了、太残忍
了？事实上，学校和开课老师同
样也有这样的顾虑，所以，一开
始只在医学院里展开，经过多年
试验后才向全校学生开放。

山东大学开展生命教育的
思路是对的，我们既要看到人生
美好的一面，也需要面对生命、
自然残酷的那一面。一直以来，
我们的生命教育以“生”为主，倾
向于赞美生活的美好，以鼓励向
上的力量，但其实死也是生命的
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不可回避
的。这就像挫折和成功不可分
离、喜悦和痛苦构成了人生一
样，只看到一面，人生观是不完
整的；只看到一面，无法理解体
会生命的可贵之处。

生命教育匮乏的后果已经
很明显了。我们看到在学校里，
校园霸凌事件频频发生，手段
残忍令人惊心；药家鑫撞了人
以后，没去及时施救反将人刺
死，只为了“害怕她以后无休止
地来找我看病、索赔”；复旦大
学的林森浩，因为琐事向同学
投毒；而到了社会上，因为自己
内心的不满向无辜人群动手的
恶性案件也发生了多起。

这里面除了犯罪分子本身
罪恶、人格的缺陷、价值观的扭
曲，不能无视的是生命教育的缺
失，他们既不珍惜别人的生命，
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既不懂得
尊重别人的生命健康权，也不懂
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权。

每个人都应该补上生命教
育这一课，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什么人适合什么方式，不必拘
泥于一种形式。也不只是大学，
幼儿园、小学中学也一样需要
开展。学校里要开展，家庭社会
也要开展。

（摘自《钱江晚报》，作者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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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正当其时
葛媒体视点

今年的“双11”与过去九年
的“双11”一样，仍然呈现出一
种火爆的消费景象，一个又一
个交易纪录被打破。可以说，

“双11”就是中国经济的一张试
纸，既测试出了中国的消费潜
力，也测试出了中国消费的发
展方向，进而倒逼供给端转型
升级，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何勇

葛一家之言

□钱夙伟

公众如果对“红头文件”
有异议，如何要求相关部门
答复？近日，《南宁市行政规
范性文件建议审查规定》经
南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实
施，对南宁市行政规范性文
件（俗称“红头文件”）审查建
议的提出、受理、处理程序作
出明确规范。

需要指出的一个背景
是，据最高法行政审判庭庭
长黄永维10月30日表示，在
现实生活中，规范性文件损
害公民合法权益、影响法制
权威统一的现象并不少见。
这也导致了公众对“红头文
件”有异议的增多。也因此有

了进一步规范行政规范性文
件审查建议的迫切性。但显
然，如果对“红头文件”的异
议太多，不免影响“红头文
件”的权威性、公信力。

在法律效力上，“红头文
件”低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章，属于非法律文件，但也具
有“普遍的约束力”。应该看
到，不少“红头文件”，与相关
的法律或有不符，或有冲突，
有的甚至还凌驾于法律之上。

“红头文件”本身不合法，不仅
依法行政成为一句空话，在实
际工作中也必然会干扰法律
法规的落实，造成人们法治观
念的混乱，为管理执法中的随
意违法乃至肆意枉法埋下了
祸根。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赋
予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请

求权，也赋予了法院就规范性
文件是否合法的判断权。这个
制度使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在维护合法权益时，可以去
挑战他认为不合法的规范性
文件。这显然有助于有效遏制

“红头文件”的“不合法”，但这
种纠偏毕竟是在“红头文件”
出台之后，其不良后果已经产
生。因此，防范“红头文件”陷
于不合法的尴尬，更需要强调
的是在出台前进行严格的合
法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本来就是“红
头文件”的应有之义，也体现
法治社会“法”大于权的基本
精神。“红头文件”出台前进行
合法性审查，确保规范性文件
的质量，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了
违法行政，既有利于政府部门
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政策水
平，也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

行力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同时，这也是对行政权力的有
效制约，有效压缩了少数领导
干部借“红头文件”滥用职权
的空间。

当然，“红头文件”的合法
性审查，尤其需要防止走过
场。如果只是形式主义地虚晃
一枪，那么，所谓合法性审查
反而有可能起到为不合法的

“红头文件”背书的作用。因
此，“红头文件”的合法性审查
本身，也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
下，也应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
机制。只有这样，每一份“红头
文件”的合法性，才能得到真
正的保障，公众的异议也将随
之大大减少。

葛公民论坛

“红头文件”应有必要的合法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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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涵涵

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案例研究院召开第十一期“案
例大讲坛”，以“万州公交车坠
江事故”等案例为样本，就对
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
责任、如何预防等问题展开研
讨。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
腾建议，针对乘客此类行为可
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将采用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
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
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
具的正常行驶或抢夺方向盘
威胁公共安全等行为纳入其
中。

近日，重庆万州发生的公
交车坠江事故成为社会各界
关注的热点，女乘客与司机互
殴导致十余人殒命引发公众
担忧。在此背景下，厘清公交
车驾驶员和乘客之间的权利

义务和行为责任分配等问题，
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很有
必要。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重庆公交
坠江事件后，媒体披露了一批
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导致事故
的法院审结案例，涉案乘客均
被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并获刑。不过，仅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对
日益增多的，诸如乘客在公交
车行驶过程殴打司机、抢夺方
向盘之类妨碍安全驾驶的行
为，还显得过于粗疏。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入罪的
条件是主观故意兼后果严重，
这使得一些乘客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因为没有发生严重
后果，无法受到与行为危险影
响相匹配的惩罚，多是给予批
评教育或治安处罚，司法的威
慑力比较有限。

公交车是最普通的大众
交通工具，乘客众多，公交车
司机身系一车乘客的安危，
责任重大，但以往法律条文
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把采
用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
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
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
的正常行驶或抢夺方向盘威
胁公共安全等行为纳入“妨害
安全驾驶罪”，及时填补法规
盲点，乃极富针对性的完善法
律之举。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
故犹如一个引子，引爆了一系
列打骂公交车司机、拖拽方向
盘的新闻。由此可见，一些人
毫无规则意识与公德观念，因
为一己之私便将他人生命和
公共利益置于危险之中。增设

“妨害安全驾驶罪”，可利用法
律的明示性、强制性来警诫、
惩处这些危害公共安全的危
险行为——— 让人们知道，殴打
司机也直接威胁了公共安全，
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在桥梁隧
道、高速公路、人员密集区等

实施上述行为的，还可能会按
照罪责相当的原则从重处罚。

当然，“妨害安全驾驶罪”
究竟如何“定罪量刑”、细化落
实，主管部门还应在充分探
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尽快
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或意见，进
一步明确入罪标准、量刑的档
次以指导法官裁判，以便更规
范、更精准、更公平地化解此
类公共安全矛盾。

保护公共交通工具安全
是一项系统工程，增设“妨害
安全驾驶罪”如同树立了一
道法治的“护栏”。要想让这
一“护栏”能及时而充分地发
挥应有的作用，显然还有不
少事情要做。修法、立法工作
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尽快
制定出相关法律规条以及相
关司法解释；与此同时，相关
普法宣传也要跟上，既要呼
吁社会公众懂法守法，也要
保障执法人员严格执法———
司法机关也应最大限度压缩
自由裁量空间，减少执法的
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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