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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记

者何雨欣、姜琳、张辛欣)打开
时光机，多少旧事物渐行渐远，
多少新事物扑面而来。

还记得怀揣 10 斤粮票的满
足吗？

还记得收到平安电报的踏实
吗？

还记得冬天弥漫的大白菜味
道吗？

……
今与夕，家与国，变与革，

共同的记忆符号，生动了变迁图
景与时代篇章。

40 年新旧更迭，见证着一
个几十年走过一些国家上百年路
程的国家，面对日新月异的改
变，已更加从容自信。

家国记忆
粮票走进收藏馆，

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
“有到无”背后是“无到
有”

2018 年 5 月，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带领团队，在迪拜实
现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成功。
此时，距他怀揣 10 斤粮票，赴
北京确定人生追求，已过去半个
多世纪。

如今，粮票早已走进收藏
馆，袁隆平和团队研制并不断创
新的杂交水稻也从中国走向世
界，这背后是中国拥有牢牢端在
手里的饭碗。

从粮票、布票，到“毕业分
配”“招工指标”，再到“大锅
饭”“福利分房”……这些曾刻
入几代人生命记忆的关键词逐渐
模糊，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
市场经济的真实写照。

2018 年 6 月，全国省级新
税务机构统一挂牌，国税、地税
合并启幕。在新一轮机构改革
中，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 7 个。

铁道部、国家经贸委、计
委、粮食部、电力部、煤炭
部…… 40 年改革前行，政府机
构几经重大调整，一批部委撤
销，一批部委合并重组，顺应着
经济社会变革的大势，顺应着政
府职能转变的大势。

无数人的命运在从政府走
向市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中改变。改革开
放初期，王石从政府机关离职后下海经商，才
有了后来的创办万科。在这里，还可以写下一
批知名企业家的名字。

“减法”背后是“加法”———
中国农业博物馆，一尊青铜“告别田赋

鼎”，见证了取消延续 2600 年农业税后农民的
获得感；

有 60 多年历史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被
增值税取代，折射着服务业发展迅速，国家转型
的步伐；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城乡二元
结构打破，已有 30 个省份的农民手握城乡统一
的户口本……

诸多涉及企业的证照消失，市场活力增加；
一批公园门票消失，出游增多；越来越多的出入
境签证消失，开放力度加大……

从有到无，从无到有。改革步伐从未停止。

奔腾时代

电话浪一般地迭代，火车风一般
地疾驰，新旧快速交替中绘制出产业
变革图景

“我们将在云时代打造‘人联网、物联网、
智联网’三张网，与大家共建有创新活力的数字
生态。”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近日表示。

上世纪 90年代，风靡一时的传呼行业度过巅
峰期。马化腾选择从老大哥企业润迅离开，自己创
业。

风云激荡，马化腾如今成就了遍及移动通
信、移动金融等多个行业的“企鹅帝国”。在这
个过程中，从电报到传呼机，从大哥大到 2G手
机，有多少通信设备已转瞬即逝。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
命浪潮中，颠覆性变革不断上演———

胶片摄影被数码相机取代；电话亭、 IC 卡
因移动通信的覆盖而消失；智能音箱、云端存储

推广，让软盘、随身听等“过
气”……

随着移动支付、共享经济、
电子商务等新行业蓬勃兴旺，一
批批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从名不
见经传到成为行业龙头，再到辐
射多个行业。但有些也在大浪淘
沙中，被拍在了沙滩上。

一列列疾驰的铁路列车同样
见证着奔腾时代，从时速 40 公
里的蒸汽机车，到 80 公里的内
燃机车、 120 公里的电力机车，
再到如今 300 公里的高铁动车
组，车型不断升级，折射着国家
发展的跨越。

技术迭代带来的新陈代谢，
也重塑着产业版图，提高着生产
效率。

一间厂房、一群工友、重复
的动作、轰鸣的机器声，是北京
国棉二厂退休女工赵阿姨对职业
生涯的全部回忆。

年过八旬的老人很难想象，
曾让全厂引以为豪的年产值如今
几台机器几天就能搞定，而这家
老纺织厂也摇身变成文化创意产
业园，唯有“针织路”这个地名
见证着曾经的产业群和过往。

如今，自动化普及已让手绘
描图员、手工制版师等行业渐行
渐远；大数据和智能制造的应
用，将越来越多的工厂“搬上”
云端；移动支付等的成熟，加速
了现金消费、银行网点等的减
少……

新旧快速更替，见证着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农业为主
到快速迈向工业化，再到服务业
蓬勃兴盛、“互联网+”澎湃发
展的历史轨迹，而科技与产业紧
密结合带来的颠覆性变革仍将继
续。

情怀沉淀
舌尖上的大白菜记

忆 、全家围坐煤炉的温
暖，总有一种消失会以
另一种方式回归

醋熘白菜、凉拌白菜、土豆
炒白菜……对在北京丰台区方庄
居住的刘大妈来说，变换花样为
家里烹饪大白菜曾是一种烦恼，
如今，她却越来越怀念那一口从
舌尖到心灵的温润滋味。

冬储大白菜——— 很多年间，成为一些北方
城市的入冬仪式。曾经，不储存近 200 斤的大
白菜，刘大妈一家四口的冬天就没有着落。

时过境迁，随着冬季可选择的菜品越来越
多，大白菜早已不再是北方冬日里的“当家
菜”。

柴米油盐酱醋茶。曾经家里常备的一包火
柴、一根蜡烛；儿时常玩的一根皮筋、一根编
绳，有多少已悄然从指间溜走……绿色邮筒、
露天电影；骑着招牌式自行车的邮递员，喊着
“磨剪子嘞”的磨刀匠，又有多少故事不再提
及……

很多消失折射着时代进步，让人欣慰。也
有不少消失是时代的遗落，让人百感交集。

与冬储大白菜同样消失的，还有蜂窝煤。
暖气、空调的普及，房间里越来越温暖，但怀
念起一家人围坐煤炉，有人织毛衣、有人写作
业的情景，也有另一番温暖。

在早已不能用“落后”来描述社会生产，
完全可以用“丰富”来形容百姓生活的今天，
消失的事物记录下过往岁月的朴实日常，承载
着对经年情感的咀嚼回味。让人欣喜的是，一
些已经消失或被认为即将消失的事物，正以另
一种方式回归。

午夜 12时，沈阳歌德书店灯火通明，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这家 24 小时书店里深度阅
读。曾被网购冲击一度衰落的实体书店华丽转
身，“最美书店”“城市书房”受热捧，人们
在这里体会一段慢生活。

还有一种回归叫共享单车，当自行车从越
来越多的家庭消失，共享单车却在一夜间风靡
城市，从黑白记忆到彩色风景线，人们重拾城
市骑行的美好。

跨越 40 年，消失的事物见微知著，折射
着国家社会生活的整体变迁与时代内涵的不断
拓展，潜移默化中也丰富着人们的情感体验，
在这个未知大于已知的时代，自信从容地拥抱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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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记者朱国亮、梁晓
飞)51 个种类、166 万粒，成品及原料总重 40 余
吨，这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机关正在查处的一起
跨省生产假冒保健食品案件。查获的假冒保健食
品功效从减肥到调节机体免疫，从缓解疲劳到改
善睡眠，不一而足。

近期，全国多地警方查获大量无正规生产厂
家、无准确生产日期、无质量检测的“三无”保健食
品案。这些“三无”保健食品不少以“效果明显”的
口碑，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备受追捧。受害者多为中
老年人，他们轻则失财伤身，重则危及生命。

“疗效明显”多因添加违禁药物

近期，多地警方披露大量有毒有害保健食品
案。

江苏如东县警方最近在河南三门峡市和洛阳
市分别捣毁一处生产假壮阳药窝点，其中在三门
峡市生产窝点查扣假“蚁力神”1 万余盒、各色胶
囊 300 余公斤；在洛阳市生产窝点查获假壮阳药
成品、半成品 100 余种，总重超过 7 吨。

河北、湖南等 11 个省区市公安机关会同当地
食药监管部门，破获一起利用互联网制售有毒有
害食品案，摧毁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庞大犯罪网络，
打掉黑窝点、黑工厂 22 个，查获降糖类有毒有害
食品 15 万盒，涉案金额高达 12 亿元。

湖北、山东、河南三地警方联手，查获“三无”
保健食品超过 10 万余粒；吉林省吉林市警方最近
查获“降压溶脂”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涉案价值
100 余万元……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记者检索“保健食品”和
“有毒有害”等关键词发现，近 3 年来，与保健食品

相关的刑事案件总体呈现上升态势，2015 年一
审判决案件为 432 起，2016 年为 564 起，2017
年为 741 起，今年截至目前有 166 起。

“不少‘三无’保健食品服用后‘疗效’明显，其
实是违禁药物在起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
品药品与环境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雷介绍，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提升和保健消费增
加，相关违法犯罪行为高发。从警方查获的大量
案件看，许多保健食品存在非法添加违禁药物
的情况，其危害轻则损失钱财，重则伤害身体，
有的甚至可能致命。

“查获的减肥产品中主要是非法添加西布
曲明、酚酞；缓解疲劳的主要非法添加西地那
非、他达那非；降糖类非法添加盐酸二甲双胍。”
江苏南通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
队队长陈刚说，南通警方查获的伪劣保健食品
案件主要涉及减肥类、降压降糖类、治疗风湿
类、缓解疲劳和改善睡眠类等，这些非法产品无
一例外均含有国家明令禁止非法添加的物质。

“三无”保健食品添加的违禁药物副作用大，
且无固定配比，安全隐患大。通过对 2013 年至
2016 年初媒体报道的 270 多例保健食品犯罪个
案进行研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工作人
员任韧发现，约 2 . 59% 的案件存在受害人服用
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后死亡的情况。

花两三万元买台机器就开工，

专家义诊免费爱心都是套路

一捧药粉，几捧玉米粉，在脸盆里混合搅拌
后装入胶囊，塞入精美包装盒，就成了爆款壮阳
药，没有卫生消毒，没有剂量标准。这是公安机
关近日在湖北、河南等地查获的一起假冒保健
食品案件。

陈刚告诉记者，在南通警方破获的案件中，
被捣毁的生产窝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及城乡
接合部，生产场所大都较为隐蔽，设施简易，工
艺粗糙，生产环境脏乱差。

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工作人
员宋利说，这类犯罪组织化程度高，犯罪链各环
节分工细致，从原料到包装盒，从胶囊壳到商
标，都有专门的团伙在生产。

——— 线上购置机器原料，网络联系、快递发
货。宋利说，一个“三无”保健食品生产窝点只要
花两三万元买台灌装胶囊的机器即可生产，有
的添置台搅拌机，效率会更高，而原料药、包装
盒、胶囊壳、商标等往往都是从网上购买。在整
个犯罪链上，各个团伙之间并不一定互相认识，
主要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联络，通过快递发货。

——— 销售套路多多，紧盯中老人群体。假冒保
健食品销售方式多种多样，有进入实体店销售的，
如东县最近破获的这起案件，最初的线索就来源
于对当地 9家性保健品店的检查，警方循线追踪，
最终在河南捣毁两处生产窝点。

更多的是网销、“会销”、电话直销等形式。山
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
处处长李勇军说，“会销”的主要对象是老年人，
套路主要有四点：一是以健康养生为噱头，编造
包治百病的“神奇陷阱”；二是以专家义诊为招
牌，制造不可或缺的“恐慌陷阱”；三是以免费活
动为诱饵，捏造千载难逢的“便宜陷阱”；四是以
关爱老人为幌子，虚造嘘寒问暖的“亲情陷阱”。

电话直销主要是成立专门的电话销售窝点，
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获取潜在消费群
体，多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再组织招聘话务
员，培训推销技巧，以“科学概念”“专家诊断”和
“开业酬宾”等多种方式来兜售伪劣保健食品。

经过层层包装，一些有毒有害的假冒保健
食品甚至挤进微信群、朋友圈，变身“爆款保健
品”。近日浙江台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有毒有害食
品案中，不法分子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
不到两年就售出 4200 万盒有毒有害保健食品。

重点监管农村地区和城乡接

合部，加强对中老年群体科普

“发现难、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经过多
轮专项打击，南通公安直言当前打击伪劣保健
品犯罪有不少难点。

李春雷分析说，为躲避打击，假冒伪劣保健
食品生产、销售犯罪链各环节既相对独立又相
互配合，大多在不同地区分段生产，各自加工，
分级销售，要将一条犯罪链彻底摧毁难度很大。

针对“三无”保健食品犯罪特点，李春雷、宋
利等建议，相关打击、监管部门应加强与有关网
上商城、社交软件开发企业合作，加强网络数据
监控。有关电商企业也要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协助国家有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不让国家明令
禁止的药物和假冒伪劣产品在平台上肆意流通。

陈刚认为，要重点加强对农村地区、城乡接
合部的监管。城乡接合部之所以成为犯罪分子
设置生产、销售窝点的理想地点，主要是因为这
里人口流动性强、监管薄弱。应在这些区域加快
推进网格治理，不留监管空白。

李春雷表示，在严厉打击、强化监管的同时
还应有针对性地加强保健食品科普宣传，如组
织志愿者进社区宣讲，帮助老年人正确认识保
健食品功用，甄别相关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全
面压缩“三无”保健食品制售空间。(参与采写马
晓媛、孙亮全)

“包治百病”、“爱心义诊”、“嘘寒问暖”……这些“爆款保健品”很可能是坑

揭秘“三无”保健品地下产业链

■新华时评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连续发生流浪狗伤人事
件，无辜受害者中不少还是少年儿童。人们在痛心
之余不禁追问：犬患难除症结在哪儿？对流浪犬该
如何妥善处置？如何在爱犬与管犬、法律与情感中
间达到平衡？

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是人类的伴
侣和宠物，乃至“忠实的朋友”。但那些脱离人类豢
养流浪街头的犬只野性难驯，危害公共安全。对于
流浪犬，有人喊打，有人喊疼。人类和犬类等的和
谐相处之道，恐怕还须在一个“养”字上做文章。既
“养”之，则安之，应当是最基本的遵循。从各地情
况看，不少流浪犬的产生正是由于养犬人弃养所
致，数量日多，繁衍无序，终成祸患。

据统计，流浪狗的来源多数是遗弃，少数是走
失。从源头上严格认养准入，避免随意遗弃，应为
破除犬患的治本之策。作为养犬人，应将对犬只的
爱首先体现在对其生命和安全的全程负责上，加
强自律，规范管理，自觉进行犬只登记和防疫。

作为管理部门，则应着力实现依法、严格、
细化管理。目前所有城市基本都有养犬规定，对
可豢养的犬只种类、遛犬时段、环境卫生等都有
详细规定。一些地方还要求办理养犬年检手续，
犬只死亡、失踪或者养犬人放弃饲养的，要办理
注销手续，否则不得再养犬；一些地方探索了积
分制，扰民、不拴狗绳等不文明行为要扣分，并
将其与诚信系统对接，实现养犬市民的自我管
理；部分地区探索了用芯片植入等技术手段，对
犬只进行随时定位，一方面方便主人寻回，一方

面可以有效追踪，查到遗弃的责任人予以追
责。

规章制度不可谓不严密，但恶犬伤人事
件仍时有发生。症结在于完备的规章没有得
到严格执行。治犬为末，管人为本。各地应
在强化管理上下真功夫，严格认养准入、倡
导文明养犬 、鼓励群众监督 ，把法律 、道
德、情感三条线拧成一股绳，形成松紧有度
的约束力，一头拴住犬、一头管好人。

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市民的幸福
感，也应让栖息其间的“人类的朋友”感受到温
暖，实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城市管理者和市
民应共同努力，拿出爱心，形成合力，让流浪狗
重新找回温暖，让城市更加和谐有序。

新华社杭州 6 月 20 日电(记者王俊禄)

自律加严管“拴住”流浪犬


	05-PDF 版面

